
You see bette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etter analysis 

of the topic, better use of 

evidence and supporting 

materials. These are all 

really significant changes. 

国际演讲艺术大师

Stephen E. Lucas教授

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圆满落幕

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于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成功举行。创新的赛程、权威

的评委、公正的赛制、精彩的表现将已经举办十年的大赛推向高潮。大赛对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对教师教学

的推动得到了教育部门的肯定与支持，其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为全国大学

生搭建了提高英语本领、展现青春才华、走向成

功之路的平台，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大学英语教学

和英语专业教学的科学发展，推动了素质教育的

全面实施。希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越办越好，也祝愿参赛选手取得好成绩！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刘贵芹副司长

After 10 years’ hard work,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has long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competi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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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新年乐章奏响，回首2011年，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进程

中，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完成

新任务，达到新高度，萌发新的生命力。

2011年一年间，几个针对高等教育的“大动作”备

受瞩目。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

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育部

制定出台了“本科教学评估新方案”，面向社会公布了

“985”高校的《2010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教育部修

订了本科专业目录和管理规定，进一步扩大高校专业设置

自主权。在国家“规定动作”的直接作用下，各地纷纷拿

出“自选动作”，上下合力提升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外语教育教学怎样

适应和发展，是外语教育工作者热烈探讨的新问题。

2011年11月，“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在北京外国语

大学隆重召开。会上，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贵芹突出

强调了外语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在整个高等教育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回顾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所取得的

成绩，分析了新形势下教学面临的问题，总结了创新发

展的基本思路。全国近百位外语教育专家、教学负责人

及教师畅谈理念、交流经验、激发智慧。“中国外语教

育高层论坛”的召开，为如何以全球化的眼光科学规划

外语教学引发了深层次的思考。

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建

设内容中，教学团队建设的重要性被充分肯定。“高校

专业建设的关键是师资。”教学团队要有先进的教学理

念和明确的教学改革目标，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健全

的团队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特别要有健全的中青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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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劲帆满正当时

师培训机制。在这一形势下，由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

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在2011年引起了强烈反响。

研修班接轨国际学术前沿、扎根中国教学实际、拓展教师

理论视野、提升创新实践能力，得到了教育部门的肯定与

支持。2012年，该系列研修班将在2011年成功举办的基

础上继续为广大教师服务，请您关注与期待。

在国家大力强调以提高质量为高等教育核心任务的

前提下，大学英语教学如何以质量为抓手，如何促进学

校、院系、教师和学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新学期初

始，《外研之声》特别开辟教学交流与探讨的园地，邀

请大学英语、英语专业和高职高专英语教学领域的专家

和教师交流教学理念与经验，并基于教材诠释如何加强

教学的特色与竞争力。我们期待以此与您共同探讨新时

期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挑战，共同见证大学英语教学的

创新与发展，共同进一步提高您所在院校的竞争力！

2012年是外研社举办全国英语演讲大赛10周年。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这一展现学生风

采、展示教学成果、交流演讲教学的平台，经过10年

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全国高校师生认同和关注的“品

牌”。2011年大赛圆满落下了帷幕，期间举办的“第

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更是汇集了

国内外英语演讲教学专家和教师，汇聚了多方智慧与创

意，有力促进了教学发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下，我国教育

事业将勇敢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教育部门全篇布

局，外语教育专家、学者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

外语教育事业定将乘风破浪，迈向光辉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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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2012，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从酝酿到实施已走过十年历程。这一个十年，

是在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前进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十年，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不断

创新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成绩显著、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持续提高的十年。

为回顾历程、总结经验、探索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2011年11月18日，

“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隆重举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刘贵芹副司长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全国高校外语教育专家、学者、外语教学负责人

及教师近百人齐聚一堂，畅谈体会、交流经验、共叙大学英语教学的未来，激发了外语

界对教育、教学发展的新思考。

刘贵芹副司长在论坛上特别指出，在国家发展、文化繁荣、教育创新的新形势下，

大学英语教学面临更新、更高的要求，各高校应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创新教学模式，建设优秀教学团队。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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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育

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举办。教育部高教司刘

贵芹副司长，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王淑荣副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教育

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文秋芳教授，以及多位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

项目学校外语教学负责人和外语教师近百人出席了论坛。

论坛以“新形势下中国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与课程体系建设”为主题，集中探讨大学

英语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方向，共分为三个环节：

一、王守仁教授、文秋芳教授和重庆大学余渭深教授做主旨发言；

二、刘贵芹副司长和陈雨露校长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定位、目标、问题和改革思路发表重要

讲话；

三、与会代表研讨交流。

与会领导、专家和教师从宏观到微观，由理论到实践，探讨了大学英语教学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刘司长与陈校长的讲话高屋建瓴，方向明确，指示清晰，为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发展坚定了方向，树立了信心，理清了思路，得到与会代表的热情响应。研讨交流中，

与会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针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本质和定位、通识教育环境下的课程设

置、立足本校开展改革的成功经验、教育信息化和传统教学的关系、大学英语教师队伍建

设等焦点问题发表见解，并针对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外语教学的多视角研究、外

语学习环境、跨校资源共享、中西部地区院校发展与教师研修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论坛在热烈、务实的氛围中圆满落幕。与会领导、专家和教师共同探讨了新形势下大

学英语的使命和任务，实事求是地对待大学英语教学的成绩和不足，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

和挑战，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建议和意见，形成了高度共识，收获了丰硕成果。

明确教学目标，加强课程建设，
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总览“2011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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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努力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  刘贵芹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刘贵芹在论坛上作了发言。他阐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总结了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取得的成绩，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设想。

Education Feature

教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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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谨代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对论坛的成

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承担此次论坛会务工作

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举办“2011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很

及时、很必要。

第一，去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教

育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特

别强调，要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

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今年4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

学百年校庆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不断提高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我国高校要把提高质量

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始终

贯穿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最

根本的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对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三，前不久，党中央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

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推进

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肩负着特殊而重要的使命。这对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以上三个重要背景下，我们举办“2011年

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研讨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推动教育规划纲要

的贯彻落实，时机和意义不同寻常。借此机会，

我就三个问题谈点看法，与大家讨论。

第一，如何认识大学英语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

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认

为，大学英语教学有四个特点： 

一是覆盖面广。2010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

校生规模为2232万人。除英语专业本专科生外，

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的绝大多数要学习大学英

语。二是学时较多。虽然各高校开设情况有一定

差异，但大学英语这门必修课的学分都没有少于

12个学分，一般是在12-16个学分之间，是占大学

生总学时较多的课程。三是指标较硬。随着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其自身发展

关联度更加紧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国际

视野的拓展、决定着大学生对世界学科发展前沿的

把握、决定着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同

时，也和大学生的深造、就业直接或间接相关。

四是关注度高。大学英语教学学生关注、家长关

注，社会也高度关注。

总之，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对于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特别是加快形成我国人才竞争

比较优势，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特

别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

成绩不小、问题不少、有进展、待突破，这是

对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总体评价。

近年来，教育部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

积极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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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教学理念、课程教材、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都有明显进展，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也有

明显提升。一是立标准。教育部于2007年制订印

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作为各高校组

织开展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

二是推改革。突出考试为教学服务功能，稳妥推

进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加强示范引领，

评选100所高校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项目学

校；三是转模式。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

网络技术，构建基于课堂和计算机的大学英语教

学新模式；四是建项目。在“十一五”期间教育

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质量工程”中，重点建

设了8个大学英语国家级教学团队，42门大学英

语国家级精品课程等。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还

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中央的要求、与学

生的期盼、与教师的期望还有不少距离，在某些

方面还有待突破。主要问题是：

一是发展不够平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在不

同区域，在不同类型、层次高校中，发展不平衡。

二是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不强。教师花了

很大的精力来施教，学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

但仍有一部分大学生听不懂、说不出、看不明。

三是教学模式相对单一。部分学校仍然停留在以

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教学模式，大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没有被调动起来。四是文化

传承功能发挥不足。大学英语教学在培养学生人

文精神，增进大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

和理解，增进大学生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学习和认同方面的作用发挥得不

够。五是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亟待提高。尽

管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这支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要求，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三，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英语教学改革。

明年，教育部将对大学英语教学状况进行深入

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的思路和举措，努力把大学英语教学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此，我提一点个人的想法，简单说就是“五

个以”：

一是以实施素质教育为主题。教育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

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也

必须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战略主题，着力提高

大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着力提高

大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着力提高大学生善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二是以提高教学质量

为核心。不断提高质量，是今后一段时期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也要以

提高质量为核心。要体现时代性，努力使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更加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学生

接受教育的要求，要遵循大学英语教学规律，扎实

推进课程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团队建

设，努力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效。三是以

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重点。学习大学英语的

根本目的全在于运用。要坚持能力为重，努力提高

大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口语表达能力、阅读理解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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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以及翻译能力，特别是提高大

学生的听、说、读的能力。切实扭转部分大学生听

不懂、说不出、看不明的现状。四是以创新大学

英语教学模式为突破口。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要开展小班教学，多运用参与式、体验

式、案例式、启发式教学，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学生

学习大学英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多运

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完善基于课堂和计算机的大

学英语教学模式。要完善教学内容，有机遴选有利

于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课文，有机遴选有

利于提高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课文。要把

握“90后”大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认知特点。读

懂教育对象，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五是以提高教

师教学能力为保障。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关键在教师。要加强培训培养，依托

“十二五”期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本科

教学工程”教师发展中心建设项目，建立健全大学

英语教师岗前培训和骨干教师培训制度；要搭建全

国性、区域性的大学英语教师交流研讨平台，及时

总结交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深入研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

题，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

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大学英语教师队伍。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理论

性、实践性很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迎接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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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重要的会议上，我想说三个“感谢”。

第一，我们有今天这个会议，非常感谢国家领导人李

岚清同志和刘延东同志。因为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李岚

清同志让我们到万寿路去汇报一下“中国高级干部英语强

化班”第六期的情况。去了以后，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李岚清同志跟我们谈了两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会有“中国高级干部英语强化班”。从

江泽民主席到胡锦涛主席对这个强化班一直都很重视。

李岚清同志说，高级干部英语强化班是三个半月的脱产学

习，国家花了很多精力，中组部直接抓，国家行政学院负

责管理，北外负责教学。学员们抽出来时间很不容易，希

望教学有针对性，效率要高。

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战略形势下
推进大学英语教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陈雨露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在论坛上做重要发言。陈校长强调了国家领导人对公民英语教育及大学英

语教学的高度重视，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建立系统的公民英语体系、进一步提高英语教育效率意义重大。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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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清同志认为我们的教材强调情境口语的教学，这

一点很好。但是他也提出了更高的、对于干部学员来说更

富有针对性的要求。他提到，能不能给高级干部提供一个

在国际场合的十大专题的英语口语教学和训练。比如说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究竟是什么？怎么能够让他们非常自如

地、清晰地将其表达出来，并且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基本差

异？他希望我们成立一个研发小组，把这个专题做出来，

然后让干部学员在讨论当中熟记于心。另外，还有中国的

社会老龄化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等重大国情，跟外国人交

流的时候难免要被问起，他们怎么表述？

像中国环境、生态和生命安全的问题，人口、民族和

宗教的问题，都应该在这些专题之列。强化班的目的应该

是让我们的高级干部们到了任何场合，都能够非常熟练地

表达表述，让我们的干部即使不被询问，也能凭借流利的

英文主动表达，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政策。我觉得，李岚清

同志对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非常深入的思考的。

另外，李岚清同志谈到了中国公民外语能力的问题，

特别是英语教育的效率问题。他希望这个事情北外能够带

一个头，把这个问题好好地研究一下，能不能系统性的从

学前、基础教育阶段到大学和研究生教育阶段，做一个更

有效率的中国公民英语教育的新体系。

在公民英语教育里面，他提到了我国是英语学习第一

大国，但是为什么很多学生就不能和外国友人交流呢？这

个问题，我们认为实际上是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在基础英语教育阶段，甚至是大学英语教育阶段，我们英

语教育的师资队伍都还需要加强。这一点，我们北外的师

生下到县级单位做英语师资培训的时候，感受特别深刻。

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真正的科班出身的优秀英语教师太少

了。所以说，还是发展阶段的问题。

国家现在的发展要面向世界。我们国家的财力上来

了，对基础教育投入也会大幅度提升，到了这个时候，我

们就有条件解决了，一起来做一个新的外语教育体系的条

件已经成熟了。

回来之后，我们党委研究这个问题，跟文秋芳教授商

量，我们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国家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看来不能只研究英语专业人才的教育

问题，恐怕基础英语和大学英语都应该做一个系统性的研

究，这是首长给的任务。

刘延东同志（2011年）9月22日到北外来视察的时候

也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同时又谈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英语专业教育，包括外语类院校的师资队伍的建设，能不

能把语言和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关乎中国发展、关乎中

国全球利益的区域问题和国别问题研究一起做起来。

在视察北外、了解北外的规划的时候，她打比方说，

北外拥有北冰洋周边八国的语言教学，包括冰岛语、瑞典

语、挪威语、芬兰语等，那怎么能够从语言切入，从文化切

入，从价值观切入，去研究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聚集在一

起所形成的国际区域问题的症结，这个应该是重点之一。北

极问题很快就会成为国际热点问题，虽然中国不是北冰洋国

家，但是大国都在那里，中国的利益是非常直接的，究竟我

们应该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召集欧语学院、亚非学院、国

际关系学院和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一起商量，如何利用语

言优势，研究六大区域问题。

我们的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要抓国家外语战略和政

府的研究，这样就把我们的比较优势架在了国家战略需求

上，这是现在我们学校党委要抓的主要矛盾。在这个背景

下，我们与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一起举办了今天

的高层论坛。从今天上午大家在听三个主旨发言时的聚精会

神，看得出大家确实都是心有所想，而且是有高度的共识。

第二，非常感谢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特别是感谢刘

贵芹副司长。刘贵芹副司长在主持国家高等文科教育以后，

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来到北外了，我们非常感动，说明教育部

对于我们现在的外语教育改革问题非常重视。

实际上从外语教育改革的宏观形势，到实现的路径，

一直到我们北外的教师发展中心、师资队伍的建设，刘贵芹

副司长都参加了。今天这个会议大家能看到，刘副司长和王

处长很早就来了，听了一上午，做了很多记录。我想这一点

就体现了我们整个外语学科，全国的外语教育战线在国家教

育当中、国民教育当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第三，我非常感谢王守仁主任和今天三位主旨发言人

以及在座下午要进行深入探讨的各位委员、教师。大家这

么积极参会，而且这么看重北外这个阵地，我想一方面是

议大事，另外一方面也是给北外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北外也一定会在这项巨大的、面向未来的世纪工

程当中，尽自己的力量，与大家一起把这项全民瞩目的事

业尽快推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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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教育部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其主要内容

为：第一，实施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新教学模式；第二，重

视听说能力的培养；第三，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

合；第四，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证明，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对我们外语教

育提出了新的要求。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今后十年我们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

战略和目标。我们要提高大学生外语水平，培养大批具有国

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化人才。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大学英语教学应主动适应

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坚持分类指

导特色发展——各地区、各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要加强分类

指导，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要克服千校一面同质化的现

象；要加强课程建设——建立适合外语教学的网络环境，促

进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改革，同时建设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

相结合的优质教材；构建课程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

想，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自觉服务于

学校的办学目标，服务于院系的专业需求，服务于学生个性

化的需求，构建包括普通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通识教育英

语的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来研究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有效途

径、特点和规律，开展调查、分析问题，向教育主管部门和

学校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分层次、多形式开展师

资的培训。

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和部署下，大学英语改革在全国

高校稳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老师认同改革并积极的参与改

革。时间证明，大学英语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

实效，最大的收益者是学生，他们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自

主学习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毫无疑问，大学英语教学还存

在着不少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应该面向时代要求，思

考教育发展，主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新形势，结合中国高

校的实际，客观的分析现状，提出建设性的对策。

刘贵芹副司长和陈雨露校长的讲话梳理了历史，拓展了思路，坚定了

信心。在论坛上，王守仁教授、文秋芳教授和余渭深教授先后发言，在外

语教育的地位上高屋建瓴，在教学改革的发展上继往开来，在课程建设的

内涵上深入剖析，在教学实践的探索上分享经验。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守仁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十年回顾与展望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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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程论视角思考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修订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文秋芳

课程标准的制定有三个依据。一是学生发展需求，二

是社会发展需求，三是学科发展的需求。

如今，这三个需求都已经产生了变化。

2003年4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实验）》颁

布，2010年开始在全国全面实施，全国高中生平均英语水

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家整体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

企业和文化开始走出去，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严重的缺乏；

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不少学者提

出用“英语国际语”替代英语作为外语的理念。

那么这三个需求变化导致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学生需求的变化，出现的情况是大学新生入学

的外语水平两极分化更为突出；第二，具有国际视野、中

国眼光的高水平外语人才缺口加大；第三，目前的大学英

语教学中未充分重视作为国际通用语的交际有效性问题，

导致投入大，收效低。

就这三点问题，我分别提出一点解决的初步设想。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提出的建议是英语课程必修，技

能目标可选，课程类型让挑；各学所需，各尽所能。

对于解决第二个问题，我建议应该为少数英语高水平

新生提供一流的外语教育，对这批高水平的学生采用精英

式的培养方式，特别要加强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包括演

讲、辩论和谈判。

解决第三个问题，需要提供英语国际语的教学框架。

英语作为国际语，需要学习本族语的英语、非本族语的英

语和本土化的英语，从语言、文化和语用三个方面培养学

生成功进行交际的能力。

基于这些问题与解决方案，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的修订提出以下建议：

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性质和总体目标不变，是工具性

和人文性兼顾的。

建议增加对英语国际语的表述，说明英语的性质，我

们不只是和英语本族语者交际，还和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

非本族语者交际。

教学要求方面希望根据通识型和应用型两类课程分别

制定不同等级的教学要求，希望能够提供技能要求横向选

择的可能性，是不是可以形成不同的组合，可以是听说

读，也可以是读写笔译，也可以是听说口译。如果有学生

希望全能，也可以提供一个可能性。

增加对高水平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的明确要求，比如

演讲、辩论和谈判。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上，要进一步

地根据英语国际语的理念进行调整。

在课程设置方面，目前我们的大纲里面有必修课、选

修课，是否可能把课程整体上都变成是可以选的课，包含

若干序列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但是学生一定要学规定的

学分。

从教学模式来讲，还可以增强灵活性。基于计算机模

式的教学不一定规定学时，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

在教学评估中，希望增加课堂形成性评估，这将会对

各位老师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很大的启示。

在教学管理方面，希望对师资队伍的建设要有更加

明细的规定。比如说一个老师在职期间需要修学多少学

分，对他 /她提高在职进修要有要求，并且教育部门对其

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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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文理学部进行管理。当然这是一个逐步改革和发展

的过程，我们还需要探索。

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对大学英语教育有一些新

的思考。按照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类课程来划分，英语

肯定属于通识教育课程。按照通识教育课程的基本要求和

任务，大学英语不仅仅是语言教学，需要承载更多的教育

功能。

因此，我们一方面按照外语教学的规律，继续抓好基

础英语的教学，另一方面按照通识教育的要求改造英语课

程。从课程体系上来说，主要包括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    

第一，所有学生都要学习基础英语课程，也就是我们所称

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分为课程一和课程二，适合不

同基础的学生。课程一针对基础较差的学生，包括三个学

期，核心课程二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包括两个学期。

第二，选修课的开课时段是一至三年级，包括人文英

语课程、学术专业英语课程、英语高级课程。人文英语课

程突出人文性，开设相关的文学、艺术、社会等知识和欣

赏课程；学术和专业英语课程突出语言学习的工具性；英

语高级课程，突出语言和思维的综合发展，对水平较高的

学生做一些特别的训练。前两类课程平行于核心课程，作

为核心课程的补充和拓展，后一部分课程则意在满足一些

有高端需求的学生，继续提高他们的英语能力。

从课型上来说，分为讲座课、读写课、说写课、实践

课。教学方法主要有小班教学和研究型教学。我们对于英

语课程教学内容及课型安排进行了调整，很多是在网络上

进行的，还有自主学习。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大

学英语在大学教育中的角色和定位问题，教师的培养和发

展问题等等，都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我们改革只

进行了这么一年，但是我觉得不管以后走向如何，能否成

功，这一年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经过实践，我们觉得要创

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包括英语教育体系，

任重而道远。

这是我们重庆大学的思考和实践，欢迎争鸣。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余渭深

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拓展大学英语教育的内涵
——重庆大学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重庆大学对目前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和以后发展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重庆大学有一个设想，就是2015年以后若干年，到重

庆大学建校100周年（2029年）的时候，建立现代教育制

度，现代学科体系。这个体系发展趋势很可能就是包括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大部分。

学校通识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定位和目标是

要培养学生成为能够应对和驾驭未来的人。所有课程要

有启迪性、价值性、实践性和融合性，要体现传承文化、

启迪思想、追踪前沿、陶冶情操的培养思路。在课程体系

中，包括思维训练、文学与艺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

科学技术与社、外语等公共基础课；教学方法包括教师引

导、自主学习、传授方法、启迪思考等；教学管理是要成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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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工具性和人文性，拓展大学英语教育的内涵

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高校外语教学负责人和一线教师一直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大学英语教学从教学目

标、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到教师发展，都反映着时代特色、体现着社会需求、凝聚着耕耘者的心血。十年来，各高校在

探索和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过程中积累了哪些方法与经验？未来，大学英语教学发展面临着哪些突出问题与挑战？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师在论坛的研讨交流环节畅所欲言，深入探讨，发表了各自对教学发展的认识与看法，互

相借鉴了经验，达成了共识，取得了共鸣。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周  燕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李霄翔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董剑桥

大学英语教学的需求是多元化

的，语言技能、文化素养和专业应用相

互联系。

我们做需求分析的时候，应综合考

虑语言的工具性、课程的功能性和学习

的功利性，这是现代课程的技术、人文

和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从学生的需求出

发才能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并最终获得

文化素质和个性化的发展。

我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的学术性应

用和职业性应用是两翼，所有的外语

尖端人才都需要这样的培养结构。课

程的人文性和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学校

培养方案的整体体现，大学英语只是

高校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

其明确的课程目标和人文特色，但却

不必也不能独揽普世价值、人文情

怀、民主理念、科学精神的重任。

第一，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我

个人认为现在是以基本技能为主，将

来向EAP、ESP发展，再将来是双语。

第二，我觉得外语能力不仅仅是

工具，而是一个资源，是个人、团

队、国家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资源。

谁掌握了资源，谁就具有发展的空间

余地。

第三，课程体系建设还应从自

己学校的定位出发。即使是一所院

校内，也应根据不同生源、不同专

业人才培养定位，来确定和完善外

语学院或外语部的外语教学模式和

课程体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外语教

育要给学生们更多的选择权，要加强多

元性和选择性，更好的激发学生兴趣。

我特别主张，现在应该减少提外

语教育的工具性。从我们教育者的角

度来说，应该把外语教育的人文性突

出出来。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参

与国际竞争、国际谈判的能力，靠工

具性是培养不出来的。

同时，我们还应在如何检测学生

自主学习的效果和网络学习的效果，

提升教学的评价机制方面多下功夫。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外语教师的

发展，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务必要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日程上来。

研讨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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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克非

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主任

王海啸

在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不变的情况

下， 分类指导、突出特色尤显重要。

同时，在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的指导

下，增强大学英语教学的国际化也十

分必要。

至于教学模式，目前的现状之一

就是教学模式单一化。然而反思“课

堂”和“计算机”这两个关键词，怎

样增强课堂的时效性和绩效性也是令

人深思的。我们应该把课堂的时效性

和绩效性纳入到教学评估里面去，根

据不同课型进行创新。在体现教学模

式多元化和立体化的同时，更要凸显

个性化。

同时，大学英语教学在从基础教

育向通识教育及专业教育的转化过程

中将面临着更新、更高的挑战，如何

在保存现有英语课时的情况下坚持英

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拓展英语课程

建设的内涵，顺利实现英语教育的转

化过程有待于我们继续思考。

西北工业大学外语教育系主任

赵雪爱

大学英语教学应该走个性化设

计、多样化选择之路。我认为我们现在

到了一个“合久必分”的时候，我们各

个学校要走出自己的特色。

教学目标——因为中学新课标实

施的时间不一致，中小学的条件不一

致，各个高校的类型、办学定义、学

校层次、办学理念和学科特点都不一

样，这一切都使得各校的大学英语教

学目标要有个性化的选择。

课程建设——从我们的调研来

看，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做法，课程

设置向着符合学生教育需要、满足学

生就业需要的方向发展。

教学模式——在进一步探索和总

结计算机网络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基础

上，可能还要探讨一些中国传统教学方

法的优势，我们不能摒弃优秀的方法。

师资队伍建设——教改能否成

功，教师是关键。要在政策上为大学英

语教师岗位明确定性。同时由于历史的

欠帐，要花大力气提升大学英语教师的

学历、阅历，以及教学和研究能力。

在现在这种全球化、信息化和媒

体化的时代，外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

显出来。我们应该把外语放在一个更

高的战略地位来对待。从本土型走向

国际型，从高端人才培养到人才强

国，这些战略都离不开外语。

一个外语学生的人文素质不光是

通过语言而学来的，所有学科的支持

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我觉得我们应把

大学英语的教学看成是国际通用语言

的教学，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更好

的研究。大学英语突出工具性，强调

终身教育，打好学生基本功，将大大

拓展学生的发展空间。我们大学英语

教育研究者的一个任务就是做出各式

“套餐”，供学生选择。我们现在在

用一个尺度要求大家，其实大家各有

各的需要。我们应分大学层次、分地

域、分专业，配制出各具特色各种口

味的“套餐”，适合并满足学生的各

种需求。

论坛发言专家和教师还包括（按发言先后顺序）：

温荣耀 河北大学

曹   竟 西北师范大学

凌   倩 西北师范大学

范   烨 复旦大学

高   艳 山东大学

齐登红 聊城大学

魏兆民 甘肃农业大学

蒋学清 北京交通大学

文   旭 西南大学

俞洪亮 扬州大学

张   森 河北科技大学

徐育年 中南大学

孙小琴 杭州师范大学

罗卫华 大连海事大学

赵晓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

王成春 沈阳农业大学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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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的召开，为教育部

领导、外语教育专家和广大教师创造了充分沟通、交流心

得、激发思路的平台。通过充分的讨论，通过领导和专家

的发言，我们理清了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思路，明确了继

续努力的方向，也明确了未来工作的重点。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推进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

和发展。

第一，教学内容。

刘贵芹副司长的讲话当中提出，“要以素质教育为主

题”。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战略目标，我们要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审视和看待跨文化教

学。素质教育涉及到我们已经谈到的人文性、跨文化教学

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要对其引起重视。

第二，教学质量。

国家的十二五规划、教育质量工程以及《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提出，高等教育以提高教

学质量为核心任务。高等教育已经从强调速度或规模转向

了内涵式发展。内涵发展就是强调质量，这是一个总的要

求。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要围绕如何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来部署工作。

第三，多样性、多元化、差异性、个性化。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学校类型层次各异，这就要求

在管理者的层面提出个性化的观点，在院系的层面、专业

的层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四，教师发展和培训。

刘贵芹副司长特别讲到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教学要

“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为保障”。教师发展是关键，教师

的培训和教师的发展对大学英语教学的保障作用，我们一

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关于教师培训的内容、形式和组织，

大家也谈了很多。教师培训怎样做最有效？座谈中有一个

比较好的建议，就是中西部教师发展的资源互建共享。我

们应该鼓励全国发达地区、走在前面的沿海地区高校和内

陆高校建立起跨校联系，这样有助于我们大学英语教育的

平衡发展。我们提出一套方案，一定要考虑到国家的长久

需求、现行政策、新形势下一些新的情况变化，以及教师

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提

出建设性方案。通过这次论坛的相互交流，大家对我们大

学英语教学的现状更清楚了，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未来也更

加有信心了。

我借此机会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对这次论坛

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守仁

研讨总结

编者注：
以上内容均根据参会专家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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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文秋芳教授所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

扩大，当今的大学生需要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敏感的文

化意识和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新标准大学英语》

中英双方编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套教材创新文化教学理

念，通过对文化内容的选取、板块的合理设计，强化对学

生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技能的培养，以期达到在大学英

语课堂中融入文化教学的目标。

第一阶段，

让学生能够进行充分的文化知识的学习

首先，帮助学生充分理解、领悟英美文化。

从教材内容来源上，《新标准大学英语》一方面选用

了大量的英美原文与真实视频，使学生学习原汁原味、

真实地道的语言，同时使学生从这些文章与视频中了解并

学习英美文化；另一方面，还特意根据学生水平与特色为

中国大学生量身打造了很多学习材料，在兼顾语言难度的

同时，也将文化知识的学习融入贯穿始终。如《视听说教

程》的每单元的第一部分：Inside view，它包含两个视

频，展现了一位中国大学生Janet和另外两位好友（来自英

国的Mark和来自美国的Kate）在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和伦

让世界走进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
——谈《新标准大学英语》中的文化与跨文化教学

“外语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战略作用，它关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外语承载着把中国介

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重要使命，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复兴竞争力的关键力

量。有鉴于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第16章48条中有一句话，教育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

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

句话中有五个‘国际’，大家都知道，凡是提到‘国际’都与外语都分不开。我们确实亟需语言基本功扎实、

跨文化交流技能娴熟、国际视野宽广、专业知识以及国际规范精通的人才。

作为国际化人才，这五项技能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因此，对这五个方面技能的培养都被作为很重要的内

容包含在了《新标准大学英语》这套教材里面。并且与目前多数大学英语教材不同，‘跨文化交际’特色在

《新标准大学英语》中非常突出。

跨文化交际分为以下三个部分：跨文化交际知识、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技能。要解决跨文化交际

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具备跨文化交际技能。学习文化知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习文化知识的目的是培养文

化意识。从这个角度出发，可知我们的文化学习应该是有阶段性的。第一阶段文化知识的学习，所承载的知识

成分稍微多一点，文化意识稍微少一点，文化技能再少一点；第二阶段，我们的知识目标、比重均在逐步减

小，更多地强调文化的技能，在文化交往中遇到冲突或产生误解的时候，你需要具备能力去消除这种误解；第

三个阶段，我们不仅要了解多元文化，还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

——《新标准大学英语》中方总主编  文秋芳教授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大力提高文化传承创新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新标准大学英语》作为一套中外英语教育专家联合

编写的国际化、立体化系列教材，“跨文化”的特色非常突出。这套教材引导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知识、培养跨文化交

际意识、掌握跨文化交际技能，出版以来受到了使用院校师生的喜爱与好评。

2012年，《新标准大学英语 文化阅读教程》全新推出。这套教程将以丰富的内容和精美的设计打造缤纷的文化盛

宴，将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丰富的文化内容，创新教学思路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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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例如，对于英美用词不同的单词，单词表中除列出

文中单词外，还会提供相应的英式英语用词或美式英语用

词。Language and culture板块更是对英美之间存在差异

的文化现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区别。例如，《视听说教程

1》第七单元就school一词在英美两国中的不同所指进行解

释，并结合不同教育体系进行分析。前面提到的《视听说

教程》中的Inside view板块中的视频也是考虑英美语言和

文化差异，在前期角色设定时同时加入英国人物和美国人

物，在编写对话时既凸显英美语言差异，也考虑英美文化

差别。这种对于英美文化差异进一步的区分无疑能切实消

除学生今后在与英美两国人员沟通过程中的误会与障碍。

第三，带领学生感受世界文化风貌。编者们认为，大

学英语课程教给学生的文化知识不仅要包含英美文化信

息，还应该包括世界各地文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达到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目

的。因此，《新标准大学英语》在选材上和板块设计上，

非常强调学生对于世界文化的学习。例如，《视听说教

程》 Listening in部分的音频材料就有大量涉及欧洲、南

美、非洲、和亚洲的选材，带领学生乘坐法国的火车，穿

越非洲的丛林，走过印度的街头，驻足莫斯科的广场，

泛舟威尼斯水乡……《综合教程》还专门设置了Reading 

across cultures板块，其中的文化阅读短篇展现世界各地风

土人情，供学生了解学习，让学生了解日本的饮食文化，

感受威尔士的恋爱习俗，享受芬兰冰天雪地中的桑拿，聆

听古希腊的寓言与神话……

敦London Time Off公司实习的故事。视频的拍摄是在牛

津大学和伦敦实地取景，所展示的风景人文能让学生感受

到浓浓的英国气息，视频本身的内容更是展现了英国人生

活、学习、工作的方方面面，如同英国文化的万花筒，让

学生切实感受到英国文化的丰富绚烂。

从教材内容安排上，一方面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名

著，学习英美历史名人故事和英美传统文化，帮助学生

把握足够的英美文化发展脉络，如《综合教程1》第五单

元《呼啸山庄》的选段及三首年代、风格不尽相同的诗歌

名篇，让学生从英美名著中了解英美社会文化背景及爱情

观。《综合教程3》中选取了Times杂志纪念美国第一夫人

Eleanor Roosevelt的文章，Winston Churchill抒发自己对

于绘画的热爱之情的文章等。另一方面，非常关注英美年

轻人的文化，如《综合教程2》第一单元的第二篇文章即

为美国一位当代大学生评述现在的大学文化。从中，学生

可以了解到美国大学文化、美国同龄人的思想意识、价值

观及世界观。《视听说教程1》第四单元的Outside view的

视频展现了英国年轻人沟通方式的变化，让学生了解到在

现代通讯社会英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观念。

同时，为了保证学生充分理解这些文化内容，教材还

设置了Language and culture板块，穿插在教材中，对选材

中出现的重要文化信息和现象进行解释与补充，利用这种

方式有效帮助学生学习文化重点与难点。

第二，引导学生关注英美文化差异。选用英美原文时

保留原作者行文及用词，突出展现英美语言与文化上的

文化学习第一阶段

提供大量丰富材料，帮助学生充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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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技能

学生在今后的文化交往中需要注意到不同文化的差

异，当遇到冲突或产生误解的时候，需要有能力去消除误

解，化解冲突，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因此，《新标准

大学英语》特别注重对学生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

培养。

首先，培养学生文化有异同、无高低的意识。丰富多

彩的文化输入带领学生走出“井底之蛙”的窘境，放眼

世界，增长见识，消除可能存在的文化偏见。多维度、

多角度探讨文化现象，让学生意识到文化多元之美。例

如，《综合教程》Talking point板块中就设计了很多让学

生从不同角度探讨世界各国文化的口语活动。以《综合教

程1》第7单元为例，Talking point 的口语活动为Families 

around the world。在学生了解了意大利、英国、美国和

加拿大几国的家庭关系和理念之后，编者设计了中外文化

对比的活动，让学生充分体会到各种文化之间的特色与差

异。另外，教材中常常将各种文化并列呈现、讨论，不分

高低，帮助学生体会文化本无先进与落后之分，各种文明

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与特色。

其次，让学生在体味文化之美的同时，探究文化之

源。针对教材中的丰富选材，编者在编写过程中精心设计

了大量问题，置于阅读文章和音、视频材料之后，引导

学生对文化现象进行思辨性思考。例如，《综合教程1》

第四单元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中设计的问题“Can 

you think of confl icts and wars in today's world which are 

caused by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What could be done 

to bring about peace?”让学生通过这些思考与探究了解文

化现象的根源与历史，更加正确地认识文化之间的异同，

并学会对这些异同进行分析与判断。

另外，为学生营造真实沟通环境，训练跨文化沟通技

巧。无论是《综合教程》还是《视听说教程》都在Talking 

point、Guided writing、Presentation skills和Unit task等

口语活动和写作任务中设置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场景。例

如，《视听说教程1》第二单元的Unit task设置了给外国朋

友介绍学校周围美食的任务。再如，《综合教程4》第四

单元的Unit task请学生为外国人制作中国各个银行的使用

说明手册。这些任务实现了真实的跨文化交际目的，帮助

学生在活动中提高技巧，在任务中提高能力。

第三阶段，

引导学生在学习世界文化的同时关注中国文化

《新标准大学英语》在展现其他文化的同时，也注重

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如果说前面两个阶段实现了让世界走

进中国的目标，那第三阶段则是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

首先，让学生自觉将对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学习融

合起来。中国文化知识学生并不陌生，但在跨文化交际

中，文化知识需要通过言语交流，才能达到文化沟通的目

的。《新标准大学英语》首先提供了学生用英语了解中国

文化的机会，并通过这样的输入，帮助学生学会用语言传

递中国文化。例如，《视听说教程3》第八单元对中国春

节习俗的介绍，呈现学生熟悉内容，实现用英语双向沟通

的目的。再如，《视听说教程2 教师用书》第二单元提供

的详尽的中国菜烹饪方法的词汇，为学生完成向外国人介

文化学习第二阶段

引导学生探讨、思考，在真实情境中提高技能。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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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中国菜这一交际任务扫清了语言障碍。另外，《教师用

书》中也补充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汇，方便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需求，为学生的课堂交际活动

提供语言支持。

其次，帮助学生有意识的进行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的

对比。对于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也不应该止步于语言层

面，而应该让学生在对中外文化的学习中发现异同、对比

分析、深入思考，在学习国外文化的同时对中国文化进行

反思，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例如，《综合

教程》Reading across cultures部分，每篇文章之后都提供

了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对比思考。

再如， Guided writing部分，要求学生以中国文化为内容

完成写作任务。这些任务无疑都让学生更为深入地认识中

国文化，认识中外文化异同，学会如何将中国文化介绍给

世界，让中国走向世界。

随着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日益增多，培养国际化人才

的需求愈加迫切。为了更为切实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

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技能，2012年春季，外研社推出了

《新标准大学英语》的全新分册《文化阅读教程》，补充

文化知识讲解，提供文化背景介绍，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与技能。

《文化阅读教程》拓展文化知识。该分册以教材为引

子，以跨文化交际为目标，针对《综合教程》与《视听说

教程》中的文化现象，以主教材的板块为顺序，进行了更

为详尽的补充说明、阐述分析。例如，对《综合教程1》

第一单元中提到的英美教育体制的概况进行了概述，让学

生了解文化背景，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而这样的文化背

景介绍为学生今后的出国深造、工作交流提供了切实帮

助。再如，针对《视听说教程1》第二单元中出现的café的

场景，《文化阅读教程1》相应单元进行了更为详细的介

绍，并将café、pub、restaurant几个公共场所进行对比分

析，介绍英美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帮助学生学会在不同

场所的社交礼仪，消除学生的跨文化沟通障碍。

《文化阅读教程》提供文化短篇赏析。《文化阅读教

程》中还提供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文化阅读短篇，从中外两

个角度扩充学生文化知识，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文化现象，

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例如，第一单元对于中外教育制度

的介绍，让学生通过文化对比思考不同教育制度的异同与

优势。第二单元对英国餐桌礼仪的说明，让学生感受异域

风情的同时思考中国文化，并通过现象看本质。而对中国

八大菜系的介绍，更是帮助学生学习如何介绍中国文化，

让单方的学习变为双向的交流。

《文化阅读教程》分享跨文化交际趣闻轶事。中外专

家学者在《文化阅读教程》中与大家分享了跨文化交际

的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挑战与机

遇，他们在与不同文化的人们交流时遭遇的尴尬与理解，

他们在不同文化下工作的挫折与喜悦。这些真实的故事将

跨文化交际中的困难与惊喜娓娓道来，让学生在今后的跨

文化交际中有案可考，有例可循。

《新标准大学英语  文化阅读教程》以丰富的内容和精

美的设计为学生呈现了一出缤纷斑斓的文化盛宴，以学习

文化知识为基础和手段，以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为目标，

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让英语学习成为培养国际

化人才，使世界走进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文化学习第三阶段

输入中国文化，变“单方学习”为“双向交流”。

《新标准大学英语 文化阅读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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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开始，潍坊学院的大学英语课程选用了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全新教材——《新视界大

学英语》。这是一套由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共同设计编写的

国际化立体化大学英语教材。在正式使用前，我院外国语

学院领导非常重视，由大外部主任王智玲亲自带队，全体

2011级大外任课教师全部参加，参与了外研社组织的针对

该教材的暑期研修班的学习。

通过聆听专家对教材的诠释，大家深刻领会了该教材

的编写理念和教材特色；通过研讨，大家加深了对教材的

理解并初步掌握了使用该教材的教学方法。在研修班举行

的教学演示评比中，全体教师共同参与课件制作，一字一

句地帮助参赛教师修改讲稿，表现出了良好的团队协作精

神和敬业奉献精神。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校教师获得了一

个视听说组一等奖和二等奖，一个综合组二等奖的好成

绩。大家一致认为参加这次研修班受益匪浅。

回到学校后，我们利用暑假对教材进行了认真备课。

每一课都安排两位教师主讲。通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教

师们对教材内容、特色与使用方法有了更深刻的领会和把

握，对这套教材的特色形成了一定的理性认识。

第一，该教材汲取了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

法，并充分考虑到我国大学英语的教学实际以及大学生的

学习和发展需要，从普通本科院校的语言教学实际出发，

在语言、内容、练习、资源等方面的安排上体现了“分类

指导、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教学相长、学用相成”

的教学理念。例如，每一单元的练习形式灵活多样，综合

培养读写听说译多项技能。《综合教程》既有夯实基础的

词汇及语法练习，又有促进学生学习策略、思维能力及语

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练习，教师可以根据学生水平指导

学生使用。《视听说教程》通过真实的语境、生动的语

料、精准的文化背景介绍和灵活的练习，提升学生的语

感，提高学生在不同情境下应用语言的能力。

第二，选材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话题接近学生生

活，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综合教程》和《视听

说教程1》就涵盖了校园、饮食、人际交流、爱、购物、

家庭、旅行以及环保等八个学生非常关心的话题，极具实

用性。

第三，教学资源立体丰富。除主干教材外，还有《快

速阅读》、《综合训练》等辅助教材以及光盘、网络课

程、教学课件等，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四，《教师用书》注重教学思想的创新和教学活动

的设计，为教师提供了多角度的教学指导——不仅提供常

规教师用书给出的语言讲解、文化信息、练习参考答案，

还为教师提供教学策略、教学建议、个性化的教学活动等

更加全面的教学支持和参考。值得一提的是，教师用书还

提供了多样化的课堂用语，有助于丰富师生的课堂语言。

打开教学的“新视界”
——《新视界大学英语》使用体验

潍坊学院 魏金梅 王智玲

潍坊学院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全体成员在
《新视界大学英语》教学与教法研修班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新视界大学英语》是外研社于2011年面向普通本科院校大学生推出的一套全新教材，体现了“分类指导、因材

施教”的教育原则与“教学相长，学用相成”的教学理念。出版一年以来，使用院校均反映这套教材在夯实学生语言能

力、拓展学生文化视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效果显著，同时对加强教学团队建设颇有裨益。来自潍坊学院和南

开大学滨海学院的老师将分享他们的使用感受。



每单元根据授课流程，提供文化背景信息与

语言知识讲解，为教师备课与授课提供支持。

教师用书

教学光盘

每单元提供丰富背景知识介绍、文化信息

扩展、语言难点交接、练习活动答案详解，辅

助教师教学。

网络教学

管理平台
集网络课程、教学管理、教学与学习

资源于一体，内容丰富，操作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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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根据我校学生特点和教学需要，我们

充分利用教材提供的丰富的材料和多种资源，并对其进行

了组合与选择。

我校大学英语课每周4学时，其中综合英语2学时，视

听说1学时，学生自主学习1学时。有限的学时安排显然不

足以完成教材提供的大量材料，因此，我们对教材内容进

行了取舍，每两周完成一个单元的《综合教程》和《视听

说教程》的教学。

我们用4学时完成《综合教程》一个单元的教学，其

中我们用2学时处理Active reading及其后的练习，2学时

处理Language in use，Further reading（用作快速阅读练

习）和Guided writing练习一、二。教学过程中，我们利

用多媒体设备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展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图

片、影像、声音、文字等材料，并通过讨论活动鼓励学生

发表自己的观点，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这样既加大了信

息量、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提升了教学效果。课本其余部分

都要求学生自主学习——词汇是课前预习的内容，课后要

朗读课文并完成练习，Reading across cultures的文章用作

书面作业Guided writing的练习三的范文。

我们用2学时完成《视听说教程》一单元的教学。对

有限的学时来说，课本上的教学材料算得上是海量了。根

据我校学生的水平，我们选用了Inside view的两段录像

以帮助学生从真实的语境中捕捉并学会使用语言，同时通

过口语练习在实际会话中灵活运用和巩固相关表达方式。

Inside view的练习既训练了学生的听力又提高了学生的口

语水平。为了进一步训练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我们还选

用了Listening in的五个短对话作为课上必听内容，因为该

部分对话内容虽短，却体现了语言的文化性，需要从英语

文化的角度才能理解，这恰好是学生欠缺的。其它听力材

料则是由任课教师根据班级情况自行选用。该教程所提供

的真实场景的录像受到学生的普遍喜爱，因为直观的情景

使他们更容易理解所听到的内容。

在学期中间，我们还专门召开了教材研讨会，邀请了

这套教材的编辑李会钦、张易等来我校进行指导。教师们

也开诚布公地对教材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学期末，我们又

有幸请到了该教材教参的主编之一、英国著名外语教育专

家金立贤博士为教师们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和一节示范课，

在师生中的反响特别好。

《新视界大学英语》目标明确，特色突出，内涵丰

富，形式新颖，语言地道，生动鲜活，充满创意，是一套

有助于学生愉快学习、拓展视野、夯实基础、培养能力的

好教材。选用了新教材，我们锻炼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

学与科研水平，同时学生也受益更多。教师打开了新的教

学视野与思路，团队的高效配合也被大大激发，取得了很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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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踮起脚尖够得着的苹果
——《新视界大学英语》使用体会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王颖

求，使学生真正成为受益者。《综合教程》在练习与活动

设计上涵盖阅读策略、词汇学习策略、写作策略等，这些

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具有启发性的训练项目在培养学生的英

语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帮助学生进行各类策略的学习。

举例来说，《综合教程》每个单元后的单词表长达

五六页，几乎将学生在该单元学习中可能不会的单词都作

了中英注解，并且给出例句。这么做充分考虑了学生水平

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帮助缺乏

主动性的学生更便捷地学会单词。我在具体教学中，课上

对重要单词进行讲解后，要求学生在课下学习时，先遮住

解释部分，把所有单词扫读一遍，将生词着重标注，然

后再通读单词表，对标注出的生词进行着重记忆。这样，

每位同学都有自己独特的生词表，有利于学生主动掌控自

己的学习状况，激发自主学习的动力。更值得一提的是

Guided writing 中对学生写作策略的培养。每个单元的写

作任务都类似仿写范文，列出与范文相近的框架，要求学

生补充内容。学生慢慢明白学习写作的过程不是天马行空

想写什么写什么，而是在阅读时就注意文章的写作技巧，

下意识的学习如何构筑篇章，发展语言能力，提高写作水

平。这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思想，帮助

教师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策略。

第三，培养学生综合文化素养，提高语言与思辨能

力。《综合教程》关注学生综合文化素养的形成，培养学

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提升人生理想和道德修养。

比如第一册的Unit 4 中Active reading 部分的课文讲

英语教材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乃至人格塑造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更是如此。独立学院

的学生基础稍差，惰性稍强，学习动力不足，缺乏学习策

略，所以教材难不得，难度大的选材容易造成学生畏难情

绪，增添挫败感；太容易，又对学生起不到多大作用；教

材老不得，经典教材往往有选材过时、与当代大学生生活

脱节的问题，容易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一套培养目标明

确、语料新鲜、难度适中的教材，对于学生循序渐进的提升

英语水平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新视界大学英语》系列

教程的定位正是基于上述考量，于是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从

2011年9月起在2011级经管系双学位班（共80人，分两个班

授课，以下简称实验班）试用了《新视界大学英语 综合教

程》（以下简称《综合教程》）。以一学期使用的感受为基

础，笔者想谈谈对这套教材的粗略体会。

这套教材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首先，内容量适度，文章难易程度适中。其它大多数

教程每册书一般安排10个单元，鉴于大学英语课时较少，

一学期要完成的话比较吃力。而《综合教程》一册书安排

8个单元，就非常适合实际教学情况。比如实验班每周4课

时，除去军训和国庆，2011年秋季共上课14周，可以完成

7个单元。2012年寒假之后的春季学期较长，可以完成第

一册剩余的单元以及第2册的8个单元。而文章内容也难易

适中，从我院教务期末对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看，87%的

学生对教材的内容难易方面给出了满分的评价。

第二，充分考虑了独立学院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与需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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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婚姻问题，涉及到了美国历史上1960年代的文化运

动。教程在 Language and culture 则对“民权运动”和

“大熔炉”这些背景知识给出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而对这

一背景知识的介绍可以加深学生对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所纳

含的多元文化、社会阶层分化、“黑白”问题等有更客观

清晰地认识，避免学生对美国自我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社

会盲目崇拜，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而在课后的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部分则提出了有关婚姻的几个启发式问

题，比如，“What difficulties do you think children of 

mixed marriages might face?”；“Do you think it's good 

to marry for economic reasons?”。这些有趣的问题激发

学生对婚姻这一主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虽然在课堂辩论

中双方难分伯仲，英语讲的也常常辞不达意，但通过分组

讨论，双方辩论这些环节，提高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加强

了学生讲英语的欲望。“思辨缺席症”(黄源深, 1998) 得

到了治疗，口语表达能力可能进一步提升。

另外，在Guided writing 部分，在经过“介绍写作

技巧→阅读运用该技巧的范文（范文是reading across 

cultures中的文章，讲西方英美文化）→对写作技巧单项

训练”一系列环节后，最后一个练习是运用该技巧写一篇

命题的小文章。小文章应使用的写作技巧和基本框架已给

出，需要学生填充内容。而其令人称赞之处在于小文章是

命题式，一般要求写中国的文化习俗或实际国情。学生做

这个练习时，首先要查阅资料，对自身的文化做些深入了

解，然后才能成为宣传中国文化的大使，把中国文化写清

楚。学生在学习写作技巧的同时，不仅学习了西方英美文

化，激发了写作兴趣，还成功地提升了学生进行中西文化

对比的自觉性，增强了思辨能力，为今后的跨文化交际实

践夯实基础。这正是《综合教程》的可贵之处，不拘泥于

提高大学生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而能着眼于提升学生对

各种问题的思考，鼓励学生自觉产生文化意识，以批判的

眼光认识世界，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的习俗和思想，对

学生今后成为国际性人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套教材对于教师转变教学理念，提升自身素养方面

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传授

了文化知识，而且培养了自身的文化意识，提高了对不同

文化的理解。

笔者认为《综合教程》略显不足之处在于， 单词表中

给出的例句存在生词。这就造成学生对有生词的例句要么

一概忽略，不予理会，要么胡乱猜想，不做查证，产生误

解。这样一来例句给的就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建议例句

中的生词加注中文注释。而Talking point 也略显简单，笔

者在教学实践中仅用了两个单元。

   总而言之，《综合教程》内容丰富多彩、语料真实

自然，融入人文理念和思辨精神，为学习与教学带来新的

体验。话题选取贴近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使学生在有价

值的信息交流和思辨活动中实现了语言的习得。这套教材

受到了实验班师生的青睐。笔者体会仅为抛砖引玉，希望

能和更多的同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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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

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

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

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显而易见，把外

语能力培养和专业能力培养结合起来，是实现以上目标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培养出符合国家要求的人才，我们

觉得有必要对目前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进行调整。那

么，现在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设置能否满足国家人才培养

的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高校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基

本上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综合英语课程（包括大学英语

I、大学英语II、大学英语III、大学英语IV等课程）；英语

专项技能课程（包括听、说、读、写、译专项课程等）；

语言文化课程、文学欣赏课程等。仅有为数不多的高校开

设把外语能力培养和专业能力培养结合起来的课程，即我

们通常所说的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课程。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国

内外学者对英语作为外语（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教学内容都作了详细的阐述。Hutchinson 

and Waters （2002 ） 认为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应该包括

两个方面，即普通英语（GE: General English）和专门用

途英语。而专门用语英语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学术英语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即学习者需要

用英语来进行学业学习、学术交流；二是行业英语（EOP: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即学习者需要用英

语从事某项职业。

目前，国外许多高校的英语作为外语或二语（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课程体系中都包含了专

门用途英语，尤其是学术英语。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开设了

一系列的学术英语课程，如：Academic English, Intensive 

Academic Writing, Intensive Academic Speaking, 

Graduate Academic Skills, Advanced Skills for Academic 

Success等。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设置了

Academic Writing Program。我国的香港大学也开设了多

种EAP课程，如：Academic English for Science Students, 

Academic English for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English 

for Nursing Students, Academic Writing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udents, Academic Writing for Education 

Students等。

事实上，我国教育部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2007）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专业知识学

习的要求。在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的三个层次（即一

般要求、较高要求、更高要求）中对用英语进行专业知识

学习的要求都有具体的描述。以较高要求为例：

听： 能基本听懂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程；

读： 能阅读所学专业的综述性文献，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

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

写： 能写所学专业论文的英文摘要，能写所学专业的英语

小论文；

译： 能摘译所学专业的英语文献资料。

我国高校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重点放在了普通英

语上，对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置的关注不够。基于国内

外学者的观点，以及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我们认为在

985和211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有必要加入学术英语

课程。这一多样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不仅能够最大程度

地满足国家和学校人才培养的需要，也能满足学生个体发

展的需求。这种新的课程设置模式在我国也是可行的。

由中英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大学英语课程

设置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他们的大学英语采用的是学

术英语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包括以下课程：Reading and 

Writing in Academic Contexts,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根据人才培养需要，
设置多样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复旦大学  季佩英

随着时代发展对人才要求的变化，很多学校都在探索多样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季佩英教授结合中外教学案例，探讨学术英语课程建设中的理念与实践特点，并与大家分享复旦大学学术英语课程的开

设经验。我们也将通过全新教材与您交流外研社在学术英语等英语后续课程建设方面所提供的服务。

教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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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ontexts, Undergraduate English in Specific 

Academic Contexts a, Undergraduate English in Specifi c 

Academic Contexts b, Undergraduate Academic Oral 

Presentations等。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教学成功的经验对

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束定方，陈素

燕2009）

那么到底什么是学术英语，什么样的学生需要学习学

术英语呢？学术英语仍然以英语语言学习为主，同时侧重

在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academic skills），包括阅读本

学科英语原版教材的能力（academic reading），听懂用

英语讲授的专业讲座的能力（academic listening，其中还

包含了如何记笔记、如何做总结等技能），用英语与专业

课授课教师进行讨论以及做口头报告等能力（academic 

speaking），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的能力（academic 

writing，包括essay and report writing等），同时还包括

更高层次的做调研的能力（research skills），批判性思

维的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以及创新思维的能力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等。学术英语教材所采用的素

材一般与学科专业相关，但是并不涉及深奥的专业知识，

从而确保教学聚焦在语言能力与学术技能的培养上。

从以上对学术英语的描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大致三类

学生需要学习学术英语：一、高年级阶段将接受双语教学

的学生。很多院校，尤其是211和985院校，会在一些特色

专业为高年级学生开设双语课程。这类课程以教授知识为

主，教师也一般是专业课教师而不是英语教师，学生如果

在没有具备学术能力的前提下直接进入双语课程学习，就

会感觉非常吃力，效果不佳。因此，这类学生需要先学习

学术英语进行过渡，在具备学术能力之后再进行双语课程

的学习，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二、准备出国留学的

学生。如前所述，国外高校很多都开设了学术英语课程，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校更有专门针对学术能力薄

弱甚至空白的留学生开设的学术英语课程。在国内学习学

术英语课程，将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融入国外的学习。同

时，对于开设这类课程的国内院校而言，也有助于提升其

国际院校的地位。三、准备考研的学生。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需要阅读大量英语原版教材，学生也有更多机会参与国

际学术活动，而要完成这些，都离不开学术能力的培养。

根据学校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针和通识教育的特点，复

旦大学从2011年开始也开设了一系列学术英语课程。如

学术英语（人文），学术英语（社会科学），学术英语

（管理），学术英语（医学）等。该系列课程以 “用中学

（learning by doing）”的教育学理念为指导思想，以英

语这一语言为载体，培养学生有效地、得体地使用英语进

行初步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学术交流的能力。同时，培养学

生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为学生今后使用英语

进行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开设学术英语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课程的开

设对大学英语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对于教师而言，挑战首先是在教育理念上。在提倡普

通英语、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功和人文素养的理念长

期影响之下，教师一直比较忽视学术英语。同时，我国大

学英语教师的专业背景基本都是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语

言学，开设医学英语、法律英语、工程英语、学术交流英

语这样的课程，教师会觉得难以胜任。但事实上，在大学

基础英语课时受到压缩、大学新生英语水平逐渐提高的新

形势下，一成不变的大学英语教学将导致学生的普遍厌倦

和失望不满。而开设学术英语课程则是应对挑战行之有效

的措施。虽然学术英语与普通英语存在一定差异，但对教

师而言，教学的重点仍然是注重学生英语语言的提高，因

此，大学英语教师完全能够胜任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但

是同时教师也要意识到，在教授英语语言时，侧重点不再

是语法、词汇甚至语言赏析类的教学，而是学术能力的培

养，这也需要教师转变观念，更新理念。因此，通过适当

的培训，帮助大学英语教师更新教育理念，结合课堂实践

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则更能促进教师自身

的职业发展，从而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

对于学生而言，挑战同样也在于学习理念上。教师需

要帮助学生转变旧的学习理念，帮助学生将应试学习和被

动、懈怠学习转变为主动提高学习技能、努力提高批判性

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通过EAP课程的学习，学

生的学术能力将为他们在专业学习、今后的工作和国际交

流中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阅读英语原版教材和专业文献、

听英语专业课、记笔记、小组讨论发表见解、写论文等方

面都能轻松应对。

总之，多样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设置符合国家人才

培养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和个性化的教学

理念。相信这样的尝试将推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进

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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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提升类

专业拓展类

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

系列教程

 打开国际视野  培养思辨能力  促进学术交流

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教材将根据实际教学需求不断丰富，

欢迎开设特色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师多提建议，开展合作。

针对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和新形势下我国人才的培养目标，同时为高校英语

课程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持，外研社于2012年全新推出“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

列教材”。该系列教材分为“学术提升”和“专业拓展”两大类，以专业学科为基础，以提

高英语学术能力和专业英语应用能力为核心，为高校专业英语课程提供教学和学习资源，助

力高校学生综合能力与整体教学竞争力的提升。

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学术提升类”教材以国家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

培养要求为指导，以 “用中学”的教育学理念为编写思路，以大学科概念为划分基础，以

大学英语教学较高要求为目标，在专业学科背景下，通过听（academic listening）、说

（academic speaking）、读（academic reading）、写（academic writing）等各项

语言和学术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

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专业拓展类”教材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着力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指导思想，以“专业需要

（discipline specifi c）”的教育学理念为编写思路，在商务、医学、法律、理工等不同方向

之下细分为不同学科专业，通过学习英文专业文献及精选原版专业素材，获取本专业相关的

前沿信息，掌握专业词汇，熟悉专业语言，培养学生在英语环境下从事本专业工作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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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学”视野下的语言教学
——《医学主题英语 阅读探索及语言应用》

教材特色

针对医学院校的学生，我们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大学英

语教学？

在科技的飞速进步与全球化的生存环境中，我们能为

医学专业学生做些什么？

如何将英语教学与医学院校的专业培养相结合，使大

学英语教学更有针对性、专业性和实用性？

复旦大学梁正溜教授编写的《医学主题英语 阅读探索

及语言应用》正是从以上问题切入且一一提供解决方案，

并暗合了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对“大医学概念”和“医学人

文精神”的呼吁与倡导。

一、关于医学专业培养

作为梁正溜教授三十多年医学英语教学经验和多部医

学英语教材编写经验的结晶，《医学主题英语 阅读探索

及语言应用》以极其开阔的视角看待医学，注重医学背景

下的人文思考。精选的课文（每个单元三篇，全部来自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Nature、JAMA 和

Science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在地道规范的语言之外，更

有着开阔的专业视野。

基于主题阅读进行语言输出的课文，主题涵盖了医学

专业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热点。前六个单元围绕医学

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医学教育、医学工作者的自我反省、

医学的真谛、医患关系、医学伦理道德等医学主题展开，

后三个单元则从医学上升到更广阔的科学，从科学的客观

公正、创造力、追求科学与完善自我等角度反观医学（科

学），视野深广、思想深刻，使学生在现代医学所注重的

精准细致之外拥有更为高远的大局观。

每一篇课文都可堪称医学专业的经典之作，作者都是

欧美国家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学家。如 Unit 1开篇就是

挪威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曾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受

人尊敬的布伦特兰夫人对世界卫生事业的回顾与展望；第

二篇，“My Hope for Medicine”，作者既是美国著名的

肺脏学和危重病专家，又是癌症晚期患者，对于临终病人

的各种治疗和医学伦理、医疗行业的反思，无疑更为独

到。再如 Unit 2的课文，“On Knowledge”是颇有影响

的家庭医疗专家回顾自己的求知之路，反思求知的机会；

“Teach Us How”则是医学专业大三学生发表的文章，

批判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探问医学专业教育的方向。再

如 Unit 3的课文“The Chief Complaint”是初出茅庐的

年轻医生接诊一位老年患者，奇怪的患者主诉的病情是

“injustice”，这也确实是他的病根，因种族歧视冲突而

导致长达60年的头部疼痛；对此，年轻医生似乎只能在鉴

别诊断报告上填写“racism, hatred, fear”，毫无经验的他

只好陪着患者一起祷告，却意外地得到了患者的肯定和感

谢，他也因此而反思……

关于卫生事业、医疗体制、医学精神、科技伦理、医

生职业道德、护理关怀……，每一篇课文都直抵读者内

心，呼唤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二、关于大学英语教学

在高度的思想性与极大的可读性之外，《医学主题英

语 阅读探索及语言应用》还是一部非常实用、非常好用的

教材。

首先，教材的设计充分注重了学习的能动性和学生能

力的培养。课文（Texts）全都配有大量的生词释义（以旁

注出现，方便阅读理解）和文后注释（文中以上标表明出

处，并在文后注释，便于学生查找对照），书后还有总词

汇表（Glossary），便于学生阅读参考。这一做法免去了

教师大量词汇和语言点的讲解，保证了课堂时间的合理运

用，使课堂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主题的探索和思想的交流，

使语言成为思想内容的载体，注重培养科学精神、创造性

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

课后练习也充分注重了学生能力的培养。比如词汇练

习（Vocabulary Enlargement & Reinforcement）要求在一

个搭配词组的空格中根据所给信息填空，完成一个符合英

语习惯表达的词组，该题型更有助于词汇的整块习得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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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日新月异。英语当

然也不例外，新词汇、新概念层出不穷，如“boomerang 

children”（啃老族）、“half-shirt”（露脐装）、

“hospital shill”（医托儿）、“lip-sync”（假唱）、

“wardrobe malfunction”（走光）…… 而为英语世界这

一日千里的巨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生事物提供详细记录的

最佳载体，便是英语报刊等新闻媒体。

新词汇、新概念大多是率先出现在英语报刊中，然后

流行于世，为大众所熟知。这是传统教科书和一般词典所

望尘莫及的。因此，要想紧跟现代英语的发展步伐，就必

须多读英语报刊。但令人遗憾的是，缺乏系统的指导，一

般大学生对于英语报刊上的各类文章往往感到不得要领、

力不从心。无论是标题的用词和省略，还是正文的理解、

新词的含义，都令学生望而生畏。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健教授主编的《新编英语报刊

选读》，正是针对这一情况而编写，全书分为“文体概

述”、“范文导读﹠阅读实践”两大部分。

“文体概述”共四章，分为18节，详细剖析了报刊

英语独特的文体特点，运用原汁原味的典型实例系统阐述

报刊英语的标题语言、语法特征、词汇特色和语篇形式，

帮助读者拓展报刊英语相关知识，并结合每一章节之后的

“即学即练”实践题，增强读者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感性

认识，这也正是此书有别于传统教材的独特之处。

以第一章（“标题语言”）为例。编者结合实例，从

语法和措辞两个不同角度解析标题语言的特点，详解英

语报刊文章标题的五种省略现象、三种常见时态、常用语

态分析、标点符号特点、常用简短词、常用缩略词、节缩

词、生造词、常见的外来词，更有中英文标题的比较（包

括提炼程度差异、措辞手法差异、时态表述差异等），并

相应配有充分的练习，使学生能够无障碍地理解英语报刊

标题，领会醒目出彩的headlines的简略与生动之妙。

“范文导读﹠阅读实践”共三章，分为14节，每节

精选时政、财经、体育、娱乐等题材的消息报道、特写文

章和新闻评论各两篇，分别作为“范文导读”和“阅读实

践”。其中，“范文导读”以“读前提示→报刊范文→范

文注释→点评分析”的顺序逐篇加以解读，使所述文体理

论知识与新闻语篇实例相结合，构建一幅展示报刊英语文

体格调的立体图画。紧随其后，“阅读实践”以“读前讨

论→报刊选文→选文注释→阅读理解→词语辨析→句段翻

译→读后思考”的形式编排，全面检测和提高读者阅读、

理解报刊英语的综合能力。

以第一章（“消息报道”）第一节（“时政新闻”）

在英语报刊中扩大国际视野
——《新编英语报刊选读》为英语后续课程注入新活力

用。再如综合填空（Integration），在整篇文章中抽出一

个个合理的空间，同时给予相应的同步指令，从而训练学

生的逻辑思维、篇章结构和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

同时，出于课堂互动的设计，课前功课（Assignments 

Before Class）和课内阅读（A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Text A）互相交织。学生课前准备的简短口头汇报，必

须基于对课文的理解，并且随着对课文展开的讨论而相应

呈现，自然交织，既帮助学生深层挖掘课文的内涵，又为

学生运用英语表达和交流思想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此外，教材还非常注重书面表达能力的培养。每个

单元都有不同题型的指导性写作练习，如语法结构与句型

（Grammar and Structure Acquisition）、段落写作的观

察与模仿（Observation and Imitation）和段落分析与写作

（Guided Paragraph Writing）。首先使学生置身于语篇之

中，然后引导学生注意正式书面文体的语言表达习惯，通过

推理和归纳，领悟思维模式的差异，并在模仿中运用语言、

表达思想。这种既有空间和自由、又有引导和制约的写作训

练模式，切实有益于学生英语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

让好教师用上好教材，那么，培养“信念执着、品德

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

人才”和“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

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就不会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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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编者首先解析英语报刊“时政新闻”（ topical 

news）的特点，然后围绕对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

一篇报道（“Hijacked Jets Destroy Twin Towers and Hit 

Pentagon”）进行导读，依次为：读前对“9•11”事件的

简要说明、范文全文阅读、范文的详细注释和对文章风格

和特色的点评分析，紧接着围绕一篇同类的时政新闻报道

（关于我国汶川地震的 “Help Come from All Sides for 

Sichuan Disaster Zone”）进行阅读实践，这样，在学生

充分了解特定题材的报刊文章特点之后，再加以全方位的

练习巩固，有的放矢地提高学生的英语报刊阅读能力。

在“文体概述”和“范文导读&阅读实践”的结尾，

分别设有“思考与实践”板块，包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所

学要点的 Brainstorming 和针对所学重点技能而进行的巩

固练习 DIY Workshop。

教材的附录也很有特色，包含有“世界主要英语报

刊”（不仅包括主要英语国家，还包括东南亚国家和我国

大陆和港台地区有影响的英文报刊）、“英语报刊常见栏

目名称”（附中文译名）、“英语报刊常用语汇”（分为

时事政治、国际外交、经济贸易、科教文化、能源交通、

军事体育、社会宗教、环境卫生、影视媒体、法律道德

等不同类别）、“报刊英语核心术语”（包括中英文释

义）、“大学英语报刊阅读自测题（附答案）”，及全书

各章节所有习题的完整答案。

教材的整体设计充分考虑到了我国高校外语院校的课

程设置特点，全书简洁凝练、内容系统、针对性强，既适

合教师课堂讲解，也适合组织学生互动讨论、指导学生课

外实践。教师可以直接选用教材内容作为课后阅读的材料

并要求学生完成阅读理解﹑词语辨析乃至语篇翻译等检测

题，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题讨论，对学生的方法和思路加

以点评或点拨，因此，对于大学英语教师来说，《新编英

语报刊选读》是事半功倍的解决方案，避免了教师自编教

材的各种麻烦。

教材通过清晰的理论阐述和精选的实例分析，辅以各

种形式的互动和合作学习模式，学用结合，使大学英语报

刊阅读课程立竿见影，不仅能给学生提供大量的讨论与交

流的机会，更有助于学生建立持续读报的信心，久之，使

学生自发地养成关心国内外大事的习惯，有意识地扩大自

己的知识面，加大英语信息输入量，使学生的英语语言知

识更具交际性，从而促使学生由知识型向智能型转变，全

面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而紧跟时代步伐的大学英语教学

也必能使学生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视野更宽广、能力更全

面、更具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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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教育部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精神，为推动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创新，满足

广大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自2006年开

始举办专业化、体验式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为进一步加强外语教学与科研骨

干培养，在总结历年教师研修班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研社于2009年12月起推出“高等

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系列课程，在高校师资培养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

2011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共举办6期，主题涵盖教学理论、教学方法、

研究方法、信息技术等多个方面，研修内容与国际学术前沿研究接轨，内容新颖，主题聚焦，主讲教师由国内

外一流专家担任；围绕学科建设对中青年骨干教师的要求，重点培养其学术理论、教学科研与团队建设能力；

而研修班本身的办班模式也体现了先进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使参加者除了学到新知识，还能亲身体验到创新

性的教学实践。 

2011年，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 “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项目”中，“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

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作为唯一覆盖全外语学科的研修项目获得正式立项。同时，该系列部分研修班于

2011年被纳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能力发展专题研修班”师资培训项目。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以其突出的特色和高效的成果吸引了多方瞩目，引领

了高校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的新趋势，获得了参班教师的高度评价。本刊特对2011年该系列研修班做一整体回

顾，与您共同回忆和总结；并对研修班的理念、主题与实践展开论证，使您对研修班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同

时，我们还将与您交流该系列研修班2012年的举办计划，期待您的关注。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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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ugh the lecture, I got my direction 

in my teaching career. I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ing subjects to do as 

an English teacher, and I think I know 

what I should do next.

· 三天一瞬，学了平时一

学期的内容，对于统计和

SPSS有了基本的理解，并

懂得了一些基本的操作和

初步的应用。收获颇多，

不胜感谢！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题研修班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统计方法高级研修班

Michael Long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

文秋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利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陈亚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韩宝成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宏晨副教授（外交学院）

主讲
专家

主讲
专家

研修
内容

研修
内容

研修
反馈

研修
反馈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学科，

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

展，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强，多学科交叉的前景

日趋显著。随着现代语言学以及许多其他相关学科的发

展，二语习得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国内在

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已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国

学者在二语习得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

努力，取得了许多成果。本研修班主要内容包括国内外

二语研究的最新动态及发展前景、二语教学及二语习得

关键期假设等。主要板块包括：

1. 国际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趋势及未来发展方向综述

2. 中国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发展趋势综述

3.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年龄差异和关键期假设

4. 第二语言教学

本研修班结合实例，系统讲解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常用

统计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统计工具SPSS的基本操作，包括

统计基础知识、问卷调查法、各种参数检验方法（如：T

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如：卡

方检验），旨在帮助学员不但能够读懂定量研究论文，而

且能够结合自身研究选择适当的统计方法，从而进一步提

高运用统计方法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能力。

· 通过Mr. Long的讲述，了解了SLA研究的

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对自己以后的

科研方向有很多启示。

· 我觉得此次研修真的是非

常有价值、非常有收获。

韩老师、许老师、文老师

的敬业精神和科学、严谨

的学术研究态度深深感染

了我。

2011.3.25-3.26

2011.4.2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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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hort, the study in the workshop is challenging，              

rewarding and enjoyable indeed!

· 语料库之路漫漫且修远，吾将上下左右而求索！

外语词汇教学与研究专题研修班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研修班

Paul Nation教授（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梁茂成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梁茂成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文中教授（河南师范大学）

许家金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讲
专家

主讲
专家

研修
内容

研修
内容

研修
反馈

研修
反馈

本研修班系统梳理外语词汇教学和研究的相关课题，

涵盖词汇教学与测试的相关理论、外语词汇课程设置、词

汇教学活动分析与研究、词汇和词汇量测试、运用语料库

进行词汇教学与研究等内容，旨在帮助参班教师了解外语

词汇教学的相关理论，提升外语词汇教学效果，提高词汇

教学研究能力，并且把握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动向。主要板

块包括：词汇水平与词汇测试，外语词汇课程设置，词汇

教学活动分析，词汇教学活动研究，阅读中的词汇附带习

得研究，词汇量测试，运用学习者语料库分析词汇，运用

语料库进行词汇教学。

本研修班侧重语料库在外语研究中的应用。从语料库

研究方法入手，结合案例探讨如何运用语料库从事教学与

研究。同时通过不同专题研究，探讨语料库的应用途径与

创建方法，帮助具备一定研究基础的教师进一步提高运用

语料库进行研究的能力。

· 能够面对面聆听泰斗级专家Nation教授的讲课真是受益匪浅，

我们不仅在学习他的idea，更是在感受他的思想和个人魅力，

真是一场愉快的学习和提升经历。

· 研修班虽然结束了，可对于我来说，语料库不再陌生。

这次学习激励我进一步地探索，在教学科研方面有新的

突破。

2011.6.11-6.12

2011.8.2-8.4

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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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文教授和Burns教授系统、深入、形象的讲解和案

例分析，我对行动研究的基本概念、主要特点、具体步

骤和实施方案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今后自己开展行动研

究课题提供了必要的方法和理论指导。

外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研修班

大学英语教师团队建设与互动发展研修班

Anne Burns教授（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文秋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秋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周燕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朱梅萍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育部高教司

刘贵芹副司长

主讲
专家

主讲
专家

重要
发言

研修
内容

研修
内容

研修
反馈

研修
反馈

本研修班主要内容包括系统阐释外语教学中的行动研

究方法，介绍行动研究的概念，对行动研究的过程进行详

细讲解，并辅以生动的案例，帮助教师掌握和更好地运用

行动研究方法进行科研。主要板块包括：行动研究的概念

和步骤，确定研究问题、制定研究时间计划，行动研究数

据收集，分析数据并汇报研究结果，行动研究案例。

本研修班旨在推动高校外语学科教学科研团队建设与共同

发展，每个板块以大班讲授、问答与交流和小组研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研修班结合范例，讲解构建教师互动发展团队的理

念和方法，涉及团队组建、课堂教学方法的演示交流和分析改

进，以及专家型教师如何帮助年轻教师提升教学等，为各院校

的大学英语教师团队建设、教学创新与教师发展提供了示范与

指导。主要板块包括：互动团队建设理论与理念，提高教学能

力与反思能力，行动研究与论文撰写，互动团队建设实践中的

注意事项。

· 经过行动研究的学习，尤其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小组讨论之

后，我得到了许多的inspiration，比如在上课过程中遇到问题的

时候怎样去找准问题的重点，怎样把一个笼统的、综合性的问

题进行分解，怎样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方案等。

· 研修班主题明确、目标清晰；专家讲座深刻生动、详略得当；全体学员兴致盎然、形成共鸣！

· 两天的学习和交流在不断的迷惑、反思、清晰和与自己想法的撞击中结束了。这次学习为我们在今后工作

中开展团队建设与互动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也为年轻教师如何迅速提升教学和科研指引了方向！

2011.11.5-11.6

2011.12.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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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设计了将知识转换成技能的实践活动，让学员

发展教学与研究能力。就教学方式而言，我们倡导社会

文化理论的合作、互动、体验的理念，并将其体现在研

修班的各项活动之中。

主题设置：覆盖各种能力，明确研修目标

研修班主题的选择和确定基于我们对21世纪高校外

语教师能力的理解。合格的外语教师应该具有高尚的师德

风范，具备教学能力、研究能力、管理能力与教育技术能

力。教育技术能力属于辅助能力，它需要与其它几种能力

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师德风范是各种能力的灵魂，它内

隐在各种能力之中。现有大学外语教师一般已获得硕士学

位，有的甚至已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基本拥有上面所说的

各种能力。但根据终身学习的要求，在职教师需要不断提

高自己、完善自己。考虑到教师之间存在个人差异，各人

在职进修的需求不尽相同，我们提供的课程尽量覆盖教师

所需的各种能力，以便广大教师选择，从而达到扬长补

短、全面提高的目的。

基于教师所需的四种能力，研修班分为四个系列，每

个系列涵盖若干主题，根据需要可随时增加新主题。师

德风范没有单列主题，其主要原因是，它的培养渗透在各

个主题中。就能力培养而言，每个系列与能力培养不是一

弘扬师德风范，增强“四种能力”
——为高校外语教师举办大型强化专题研修班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文秋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英分社社长  常小玲 

自2006年以来，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秉承“合作-互动-体验式”的理念，联合成功

举办了39期大型专题研修班，参班人数近万人次，来自全

国各地的7千多名在职外语教师从中获益，研修内容与形

式受到参班教师的欢迎和好评。

2009年起，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研社根据教

育教学发展形势和教师教学科研需要，推出了“高等学校

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此类研修班时间

短，成效高，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对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是提升在职教师专业化能力

的最佳形式之一。

2011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

研修班”取得了显著的研修效果，获得了多方关注，为高

校外语教师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设置和举办该系

列研修班，我们始终坚持培养教师具有高尚的师德风范和

具备教学能力、研究能力、管理能力与教育技术能力为宗

旨。现将“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

班”的理论框架、主题设定和实践环节与专家、教师一一

介绍和探讨，希望与各位同仁一起努力，不断创新研修、

增强实效。

理论框架：结合两种理论，创新教育观念

根据认知理论，研修班的学习内容涵盖观念、知识

与技能，个人的学习机制有反思（reflection）与重构

（reconstruction）两种。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研修班的

学习方式包括合作、互动和体验。无论是教师团队，还是

学员团队，还是教师团队与学员团队形成的整个大团队之

中，都会贯彻合作、互动、体验的理念。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的理论构想分别吸收了二者的合理成分，将其巧妙结

合。就研修班的内容而言，我们遵循认知理论，尽量覆

盖观念、知识与技能三个层次。从观念入手，然后才是

知识与技能。观念的改变和知识技能的应用离不开学员

的自我反思、自我检查、自我更正。在研修活动过程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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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主题通常与多种能力相联

系。以“外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为例。学会了行动研究

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研究的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教学能力

与自我发展能力。再如“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

用”，课程不是单纯地让学员学习教育技术，而是让学员

运用教育技术更好地从事教学与研究。

师在教学内容与形式上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研修班大班讲座以问题为驱动，从学员的实际需求出

发，结合学科前沿知识，与学员探讨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

性。这样的讲座既起到了有效的引领作用，又不远离教师

教学与科研的现实。小组讨论有明确的任务，学员能够分

享学习心得，交流不同意见，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互相

学习，互相帮助。在大班进行小组汇报时，各小组选派代

表轮流发言。为了避免重复，各组代表只汇报与其他组不

同的意见。交流结束时，主讲教师组织全体学员讨论，并

与学员分享自己的看法。小组演示是最重要的体验环节。

小组成员要通过讨论协商，动手制定完成任务的方案，然

后将方案向全班展示。根据各小组的展示结果，选出代表

到大班“比赛”。比赛是研修班最后的环节。比赛只是一

个手段，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让学员通过体验性实践，

将听懂的、看懂的、想明白的内容转换成自己的行动。这

是研修班的高潮。学员们精彩的演示，往往让学员欣喜、

鼓舞、振奋，让教师激动、欣慰、感动。

个人反思日记是研修班每天下午结束时学员必须完

成的一项任务。日记内容包括三部分：1、一天的学习收

获；2、存在的问题与困惑；3、改进研修班的建议。每人

撰写的内容一般为A4纸一页，少数人写到两页。当晚教

学团队成员会认真阅读每份反思日记，并用红笔划出日记

中有价值的内容，第二天清早将有代表性的日记张贴在展

板上，供大家交流。反思日记的另一个作用是为教师团队

提供反馈，让教师及时了解学员对研修班的建议。阅读完

反思日记后，教学团队成员会交流学员在反思日记中反映

的问题和建议，共同商量第二天给予研修班反馈的内容。

大班答疑也是每天研修班中不可或缺的时段。为了节省时

间，一般要求学员事先将问题写在纸上。通过答疑环节，

主讲专家与广大学员可以进行面对面的探讨与交流。

此类强化专题研修班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单一讲座模

式，全力贯彻“合作交流、互动分享、体验实践”的教学

理念。研修班主题突出，焦点集中；活动形式丰富，评估

方式多样；管理规范，制度明确，纪律严格；整体安排紧

凑、高效。实践证明，这一研修形式对高校外语教师的专

业化能力提高与职业发展有显著效果，对推动我国高校外

语学科发展与师资队伍建设有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研修主题的理据，我们举办了一系列专题研

修班。每期研修班聚焦一个主题，并有着明确的教学目标。

为督促、检查、评估教学目标落实的情况，我们有多种形成

性评估方式，以便在研修过程中及时掌握情况并做相应调

整。参班考勤、学员的反思日记、书面作业、小组讨论、小

组活动任务、演示比赛等都是我们收集信息的渠道。

研修实践：鼓励参与分享，共建开放团队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每

期2-3天，包含不同的活动形式，其中有大班讲座、小组讨

论、小组汇报、小组演示、大班比赛、个人反思、大班答

疑等多种活动。

研修班教学团队由2-3名主讲专家与若干名辅导教师

（tutors）组成。主讲专家通常都是研修班所涉主题的国内

外知名学者。他们不仅掌握该主题的前沿知识，而且拥有丰

富的教学经验，善于将抽象的理论还原到鲜活的实践中去。

以2011年6月份举办的“外语词汇教学与研究”研

修班为例。担任主讲教师的是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Paul 

Nation教授和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梁茂成教授。Paul 

Nation教授是国际公认的外语词汇研究的一流专家，他的

教学生动幽默，深入浅出，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梁茂成

教授则是国内运用语料库研究词汇方面的专家，他熟悉中

国外语教师的需求，讲课内容针对性强，同时又能循循善

诱，娓娓道来，充分考虑到听众的不同水平。两位主讲教

师德风范

师德风范

教
育
技
术
能
力

教
育
技
术
能
力

教学能力 研究能力

管理能力

编者注：
本文改编自“为高校外语教师举办大型强化专题研修班的理论与
实践”（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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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培养适应新形势、具备高素质的优秀教师，推动高校师

资团队建设，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研社在2012年继续联合举办“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

修班”。

2012年的研修班在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完善，分类更加明晰，课程更加全面。全年共16期，分为4个主要类别：

学科管理、研究方法、教学方法和语言技术，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主讲，为教师能力提升、科研团队建设及外语院系

的长远发展提供全面、有力的支持。

2012年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研 修 计 划

帮助教师了解国际相关学术前

沿研究，开拓知识视野，掌握

研究方法，打开研究思路

提升教师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发

展意识，形成教师互助与合作

团队，为教师的持续发展打下

基础

增强教师对某一专题领域理论

与实践的系统了解，提高教师

的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

启发教师从研修班办班模式中体

验到创新性的教学实践，以便在

教学中运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

学方法

目标

目标

目标

目标

1

3

2

4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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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班更新信息请及时关注网站通知：www.heep.cn

研修主题 时间 主讲专家 类别

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 1月5－6日 文秋芳、王克非

学科管理

硕士生与博士生培养模式与教学方法 5月19-20日 文秋芳、陈国华、周燕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5月12-13日 许家金、许宏晨、徐浩

研究方法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统计方法入门 7月25-26日 许家金、许宏晨

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7月27-29日 韩宝成、许宏晨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质性方法 10月12-13日 陈向明、周燕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 11月3-4日 王克非等

英语语法教学与研究 3月3-4日
Diane Larsen-Freeman、
文秋芳

教学方法

反思教学法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7月14-15日
Thomas Farrell、
文秋芳

有效课堂的教学与研究（一）：

Effective Presentations
7月20-21日 文秋芳、周燕

有效课堂的教学与研究（二）：

Effective Reading & Writing Activities
7月23-24日 周燕、王文宇、徐昉

语篇分析与外语教学 8月2-3日
金立贤、

Martin Cortazzi

语用学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8月7-8日
Peter Grundy、
陈新仁

有效课堂的教学与研究（三）：

Design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for the EFL classroom
8月15-16日

沈惠忠、

Margaret Kettle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 8月4-6日 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

语言技术

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研究与应用 12月7-8日 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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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助力大学英语教学发展
——《新编大学英语》使用体会

北京林业大学  罗凌志  史宝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英语》是随

着上个世纪末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问题的提出应运而生的几

部大学英语新理念教材之一，1999年推出第一版，2004

年修订第二版，2012年将出版第三版。十多年来，该教材

见证了我国21世纪初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就，为这一

改革的实践做出了突出贡献，入选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精

品教材”，并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自该教材出版以来，我校一直选用这套教材，并与其

他一些学校一起编写了配套的快速阅读教程，教学效果甚

佳，师生反应良好，学生四六级考试和参加各类竞赛的成

绩直线攀升，英语应用能力有了很大提高，2011年我校被

教育部列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学校。

这套教材秉承“以学生为中心”、融合各项语言技能

的教学理念，由几个部分组成：

1.《新编大学英语》学生用书（配有光盘）及教师用书

2.《新编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学生用书及教师用书（均

配有光盘）

3.《新编大学英语》网络课件

4.《新编大学英语 快速阅读》

该书以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为指导，结

合新形势下的教学需要，通过科学的设计、严谨的编写与

丰富的资源有效促进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自主学习策

略与综合文化素养的培养。使用这套教材有助于我们改革

传统的教学模式，推动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全面实行。以

下是我们使用该教材的一些认识及体会。

一、选材内涵丰富，体现时代特色

《新编大学英语》的选材结合新一代大学生的知识结

构和思维特点，充分体现出时代性、知识性、趣味性和

可思性。教材的主题涵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

方面的关系，既包括生活、学习、情感等日常话题，又涉

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科技等深层问题，适合学生

的认知能力和心理需求。选用的课文具体涉及大学生活、

学习技巧、语言、爱情、心理、健康、食物、音乐、旅

游、度假、购物、创造力、文化、货币、社会问题、人与

《新编大学英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套教材也深

受全国高校师生教师的欢迎。本刊特邀北京林业大学的两位老师与大家探讨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教学体会。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将于2012年8月全新推出。届时，新版教材将延续经典特色，从主题、选篇、练习等

方面彰显时代气息，并以全面的教学资源继续助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外研之声 41

动物、自然与环境、冒险、时光等方面的知识内容，以反

映现实生活为主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选文大多为近年来

美、英报刊上的文章，大都是文质兼美的名篇佳作，形式

与内容兼顾。文章体裁也非常广泛，有记叙文，议论文，

说明文，人物传记，现场演讲，神话传说，日记游记等。

语言活动的素材也尽量保持原貌，让学习者真正识见英美

人在语言交际中实际使用的原汁原味的英语。

课文的题材和体裁越丰富，学生所能学到的语言也就

越全面，也更加有利于教师把握主题，仔细分析教材，深

挖教材，把文章的知识性和思想性有机的结合起来。仅以

各册书的开篇为例，编者把修身立人的篇章作为各册书的

开篇，意境深远。在《新编大学英语  第二版》中，第一册

开篇《以生命相赠》展现可贵的友情和人性善良的光辉，

启发进入大学的大一新生对人性及人际关系有更深刻的认

识，学会在新环境中如何与人和谐相处。第二册第一单元

把家庭价值作为“立人教育”的根本内容，课文《善良之

心永世相依》描写父子情，利用朴实而真诚的叙事表达爱

的主题，作者在觉悟的过程中审视自己，体会到成长，学

会爱，给读者留下要有大爱才能有大德的思考。第三册和

第四册分别选用《羞怯的痛苦》和《享受幽默——何以令

人开怀?》作为开篇，把情商中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修养提升

到了更高的地位，让大学生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更好地认识

自我、认识生命，努力发展健康的个性。这样，教师结合

编者的“良苦用心”指导学生学习，可以对学生思想认识

的提高乃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以及人生道路

的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以学生为中心，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如编者所说，《新编大学英语》教材以学生为中心，

从学生需要出发，“旨在理解和体现学生在知识、智力、

情感、个性方面的需求”，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该教材为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

语言实践活动（如课堂报告、双人练习、小组讨论、小组

竞赛、课堂辩论、角色扮演等），这些活动针对性强，学

生乐于参与，能够促进学生积极思考，自觉参与，获取知

识，学会语言，提高能力，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

大量的语言实践活动是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重要

保证。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安排中尽可能为学生创

造实践听、说、读、写各项技能的机会，发挥其学习主体

的作用，注重学习任务的设计，激发学生的学习愿望和兴

趣，把学生从被动推向主动，从消极推向积极。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一方面要善于营造开放的课堂与和谐的、平等

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循循

诱导，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意

识。通过不断与学生沟通，注意他们的反应，时刻掌控教

学进程的发展，恰到好处地为学生的语言活动提供指导，

使课堂活动有序地进行。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还体现在课内外结合，注重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新编大学英语》教材、光盘

与网络课程之间相互支持，为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提

供了丰富的立体化资源，能够满足新教学模式的需要，为

学生创建个性化、自主式的学习环境。此外，“新编大学

英语”在每课的阅读活动中都安排了两篇与课内阅读材料

难度适中的课外阅读材料供学生课外自学。对这些材料中

的语言难点、文化背景知识和四、六级词汇也都有较详细

的注释，为学生自学提供了方便，减少了对老师的依赖，

有助于提高自学能力。

三、采取主题教学模式，培养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

《新编大学英语》的另一特点是采取主题教学模式。

《新编大学英语》每单元围绕一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的主题，学生所有听、说、读、写、译等活动都

是围绕这些主题展开，这有利于学生通过大量的综合操

练，多角度、多层面、反复地运用所学到的语言和文化知

识，表达个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知识，从而达到培养学生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目的。

教材每个单元都包括四个部分：

1. 准备活动：在正式讲解课文前围绕单元主题及相关内容

进行比较浅显的预备性提问或讨论，引起对该主题的注

意，同时培养说的能力。

2. 以阅读为中心的语言活动：包括课内阅读和课后阅读，

学生在阅读围绕单元主题的材料后完成一定任务。阅读

后的练习以理解大意和细节及词汇为主，阅读练习尤其

注重对阅读材料结构和大意的把握，词汇练习则要求学

生掌握本课的重点生词。本部分主要培养阅读能力和提

高词汇量。

3. 巩固与提高：围绕主题的多种形式语言实践活动，包括

辩论、演讲、小组讨论、模拟对话、短剧写作等，巩固

学生对该单元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把前三部分学到的

东西融会贯通，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4. 翻译和写作：含有翻译技巧点拨、翻译实践和写作实

练，培养学生翻译能力和对英语句型和短语结构的掌

握。通过围绕主题的作文练习，使学生在用词、语法、

篇章结构、主题展开、以及综合运用语言方面取得进

步。翻译部分的编排非常巧妙，先在课内阅读练习最后

部分针对关键词或短语进行句子翻译试练，然后在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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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予以翻译技巧和方法指点，辅以课文句例和其他举

例，然后让学生再进行试译。这种有指导性的翻译效果

更加显著。此外，翻译练习和后面的写作又密切配合，

为写作铺路，做到了相辅相成。

四、展示多元文化，培养文化自信

《新编大学英语》响应《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

关于以跨文化交际为教学主要内容之一，提高学生综合文

化素养的教学目标要求，重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强调中

西方文化的对比以及文化导向手段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教材所选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力和现有的语言能

力相符，能够满足学生对多元文化和各门类信息的需求，

充分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高度统一。例如，第一册第九单

元探讨了中外不同节日文化，第二册第七单元用三篇文章

分别介绍中西文化差异，包括“外国妻子如何跨越中西文

化沟壑”，“美国的宴请习俗”以及“不同国家的文化禁

忌”，第六单元还介绍了“饮食与文化”，在第四册第四

单元介绍了中西文化影响下培养孩子创造力的不同习惯做

法。这些知识对学生跨文化交际及素质培养大有裨益。

跨文化交际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英语教

师通过选文与练习传授文化知识，探讨文化差异，培养文

化意识、引导文化比较，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及跨

文化交际能力。同时，教师也应该意识到，思想文化的交

流是双向的。通过原版的学习材料学生接触更多的是西方

的价值观和文化。教师在介绍和解释西方文化时，要坚持

辩证分析和批判接受的原则，帮助学生了解和吸收外国优

秀文化精华。作为外语教师，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理解，也具有重要意义和文化价值。要在教学过程中正确

引导学生认识、积累和感悟中国文化元素，更好地传播中

国文化，理解外来文化和民族优秀文化之间的异同，具备

较强的文化鉴别力，洋为中用，实现真正意义的“跨文化

交际”。  

五、鼓励个性化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新编大学英语》以丰富的教学资源为教师提供了广

阔的自主设计与发挥空间以及全面、系统的教学支持。

教材采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可以使教师

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授课时对教材内

容、教学方法作出必要而谨慎的调整。作为课堂活动的设

计者和管理者，学生问题的分析者和解答者，教师应充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效地组织起以学生为中心的、生

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成为他们学习

的引路人；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教师要从学生的学

习兴趣、生活经验和认识水平出发，引导学生参与合作与

交流，探索多元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和形成自主学习能

力。教师在教学中应进行正确地引导，潜移默化地进行德

育渗透和思想教育。

教师的教学方法要紧扣教材、博采众长。教师可将启

发式、直观式、讨论式、任务型教学法、视听法、语篇

分析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及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有机结合起

来，采各家之长，灵活运用，求得教学的最佳效果。例

如，在阅读教学中，教材为教学者与学习者既提供了丰

富、新颖、富有时代特色的素材，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问

题与练习，使得教师和学生都有参与和探究的欲望。教师

可以根据课文难易程度和不同的体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如对内容、语言简单的文章采用提问法，叙述性文章

采用讲故事法，有难度的议论文采用讲解法，与学生紧密

相关的话题可采用讨论法。同时，教师还可优化教学辅导

手段，利用音视频以及计算机和多媒体教学软件探索新的

教学模式，促进个性化学习，合理开发和利用广播电视、

英语报刊、图书馆和网络等各种资源为学生创造自主学习

条件，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结语

通过多年的实际教学应用，《新编大学英语》确实体

现了“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需求、融语言综合能

力于一体的新的教学思想。教材选材注重文化内涵、思想

深意与创作视角，内容贴近实际，语言鲜活生动，反映时

代发展，展现语言魅力。在教学理念、主题内容、语言素

材、练习设计、立体化资源等各方面体现鲜明特色，能够

有效促进学生语言能力与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英语教师的

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真正认识到“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

教学模式的科学性，开发利用这套教材，采用合理的教学

方法和丰富的教学手段，展开多种形式的课堂语言实践活

动，为学习者创造一个有利的学习环境，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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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实践之路
                            郑州大学  康建明

精读课是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在郑州大学外语学院

精读课的总学分高达32个。为确保精读课的教学质量，外

语学院在教师选配、教学管理、硬件建设、教学改革等方

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把精读课打造成了一门精品

课程。

组建优秀教学团队

精读课在外语教学中占有很重的份量。能否培养出合

格的外语人才，精读课教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在选配精读课教师时，学院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

大一教师的选配条件是：1、有高度的责任感。 一年

级是打基础的阶段，听说读写的训练需要老师的精力和付

出，只有爱岗敬业的老师才能胜任。2、有亲和力和足够

的耐心。学生初来乍到，他们对新的环境比较陌生，多数

学生都有惧怕大学老师的心理，有亲和力的老师能够很快

与学生融为一体。3、语音语调纯正，语速快慢适中。教

学实践证明，口语过于流畅，语速过快又不能适当调节的

老师不适合教新生。

选配大二教师的条件是：除了责任心强、爱岗敬业

之外，还要1、有较强的英汉互译能力。课后练习里涉及

大量的翻译内容，双语好的老师能够为学生将来学习翻译

课打下良好的基础；2、有较为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教学经

验。大二精读课文难度增加，部分课文寓意深刻，需要深

入挖掘、仔细品味才能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有些课堂讨

论题需要老师的正确引导，资历和阅历深的老师比较容易

把握。

大三教师选配的标准是：功力厚实，综合能力强。已

经见识了各种类型老师的大三学生对老师的期望值更高，

对老师更挑剔，所以这个年级更在乎老师的业务能力和博

学多识。大三的同学喜欢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对高难度

的热点话题能够自如表达并有独到见解的老师。所以，大

三的精读课一般由具有博士学位、业务精湛、精力充沛的

骨干教师担任。

目前我院精读课教学团队一共15人，每个成员都有自

己的特点和优势，这样一支业务精良、责任心强的教学团

队为精读课教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教学管理与硬件辅助

外语学院不仅在选配精读课教师方面考虑周全，而且

在教学管理方面也颇费心思。首先是控制班级规模，规定

具体任务。学院规定，精读课班级规模控制在25人左右。

一、二年级的精读课教师每人只能承担一个班级的教学任

务，以便有足够的精力为学生批改作业和课外辅导。三年

级的精读课老师可以担任两个班级的教学任务，但除了上

课之外，还要组织学生举行英语辩论会、英语专题沙龙，

办英文杂志，辅导学生进行与课堂教学相关的研究等。

其次是择选优质的上课时间。学院规定，精读课必须

排在一天中学生精力最充沛、学习效果最好的时段，也就

是说必须排在上午，尽量以前两节为好。

三是安排年级精读课负责人。精读课按年级分为三个

小组，各小组分别由教研室主任、教授和具有博士学位的

优秀教师负责。整个教学团队由教学经验丰富的资深教授

负责。

精读课教学同样需要硬件的辅助。为此，学院投资建

立了一个设备先进的视听中心。视听中心除提供多媒体

教学之外，其最主要的作用是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一个

平台。因为精读课时有限，每周的6小时课堂教学远远不

够，许多东西需要学生自己课下学习补充，院里派有专

人值班为学生提供服务。郑州大学核心教学区南5号楼是

外语学院的专用教学大楼，楼里的小教室非常适合英语小

班上精读课。大楼的二、三层提供的是普通教室，这样师

生的课堂交流互动会更直接、更自然。大楼的第四层配备

的是多媒体教室，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需要随时调用。学

院主张低年级使用普通教室，大三的精读课使用多媒体教

室。三年级的课文变长，难度加大，每节课包含的信息量

大，有了多媒体的辅助，效率才能更高，更好地完成教学

任务。

语言点讲解与课文内容欣赏结合的双线教学
模式

有了软件的保障和硬件的支持，接下来的重心就是抓

课堂教学。

《现代大学英语》和《高级英语》作为英语专业的经典教材，培养了一批批语言功底扎实、国际视

野宽广、人文底蕴深厚的英语专业人才。如今，这两套教材全新改版，焕发着时代的活力和气息。来自

郑州大学和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将以多年的教学实践来诠释这两套经典教材的使用体验和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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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级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

大一的课堂教学侧重语音语调的训练和语言知识的讲

解。准确的语音、流畅的语调、词汇短语和句型语法的正

确运用等，对于大一新生尤为重要。初入校的学生单词量

有限，表达能力欠缺，所以大一的教学重点是语言知识的

积累和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对于课文的讲解，老师不必

刻意扩充，对文章作者也不做过多的介绍，把课文讲清楚

即可。这个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引领学生入门，培养学生独

立自主学习的能力。

大二采用的是语言点讲解与课文欣赏并重的教学模

式。大二的课文长度和难度均有所增加，每篇课文都有深

刻的思想和寓意。然而大二仍然是基础学习阶段，并且学

生有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压力，所以积累语言知识，强化

听说读写译技能的训练仍需进一步加强和提高。语言点讲

解对于老师来说较易驾驭，学生掌握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

难度。但是，对于课文主题思想的分析理解和探讨欣赏并

非易事。所以，大二老师要课前碰头，一同探讨课文中所

涉及的难点疑点。

大三采用的是以欣赏课文为主、讲解语言点为辅的教

学模式。大三的教材取材广泛，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

有相当的难度。这个阶段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的鉴赏能

力和思辨能力，语言点的讲解服务于课文的分析理解。因

此，课堂上要做较多的背景知识介绍，布置学生参与一些

相关内容的研究，使学生进一步提高鉴赏能力。

教学模式例证

如何让学生从课文中学有所获，既要兼顾语言点讲

解，更要注重课文内容欣赏。下面以《现代大学英语 精

读》第三册中“We're Only Human”一课为例，谈谈怎样

欣赏课文。语言点教学对于老师们来说是轻车熟路，故此环

节略去；因篇幅有限，且课文长而复杂，只能把对主要内容

的理解做一示范。

“We're Only Human”这篇课文说教性极强，且涉

及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要把这样一篇深奥难懂的课文讲

好，教师自己首先就必须理解透彻。对于整篇文章，要关

注如下几个问题：1、“free will”具体指什么？“We're 

Only Human”是否可以成为原谅自己道德堕落的理由？

2、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survival of the fittest”是否适

合于人类社会？3、作者认为“Human beings can derive 

pleasure in the very act of resisting pleasure”，那么，

从抵御诱惑中能否得到快乐？4、课文中讲，要成为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具备“the three Cs——character, 

courage, conscience”, 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5、为

什么托尼起初不愿抚养失去双亲的外甥和外甥女，可是

一想到15年后的情况，又表示愿意承担抚养的责任？6、

“pleasure principle”具体指什么？为何要慎用？7、好心

是否有好报？好报表现在哪里？8、我们从课文中要学些

什么？解答了这些疑问，弄清楚了这些疑点，自然就理解

了课文。

首先理解“free will”（自由意志）的含义，“自由

意志”是哲学家康德道德观念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一个

哲学信条，其含义是：我们的选择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

一个人有自控能力，在道德是非面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

择。理解了这个概念，就明白在开头第一段作者对丧失自

由意志者的批判。作者试图说明：如今的人们道德沦丧，

不去自身寻找原因，而把责任归咎于外界的诱惑和人类的

柔弱和渺小。人类不能把“We're Only Human”作为托

词，宽恕自己的错误。关于达尔文的著名论断“survival 

of the fittest”（适者生存），讲解时先询问学生的意见，

看学生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大多数学生都会认为“适者

生存”是自私的，或许这一理论适用于动物界，但不适合

人类社会。具有思维能力、明辨是非能力的人类应该关爱

自己的同类，扶老携幼，帮助老弱病残。关于“Human 

beings can derive pleasure in the very act of resisting 

pleasure”, 要询问学生，从抵御诱惑中能否得到快乐？学

生如犹豫不决，就用捡钱包的例子来说明：在路上捡了钱

包，又急需钱用，这个诱惑很难抵御，于是，就用捡来的

钱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得到了暂时的快乐。那么设想一

下，如果把钱包还给了失主，那是怎么样的心情? 学生一

下子就会明白，抵御住诱惑同样能够给人以快乐，而且那

种快乐是双向的、长久的、铭记一生的、令人自豪的。

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并且用实例说明，一个人要

使自己有别于动物，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必须具

备“the three Cs——character, courage, conscience”

（品行、勇气和良知）。课文中这三个概念是分开进行

论述的，但是分别讲解完之后，老师需要把三者放在一

起做一综述，理顺之间的关系，这样，学生才能充分理

解其作用。综合讲解是这样做的：人不同于动物，有了

“character”，才能称之为人。大多数人都愿意做一个

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当品德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courage” 就会发生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人没有勇气

放弃自己的利益，不再顾及自己的品行；而有勇气正视自

己的人，会放弃个人利益，做出正确的选择。可以说，有

了勇气，就有了品行，丧失了勇气，也就丧失了品行。

“conscience”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品格，一个有良知的人

是利他者，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思想

境界。他会为自己的忘我精神而骄傲，为自己偶尔的错误

而内疚。这三者相辅相成，紧密相连。拥之则称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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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现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第二版目前已推出《精读》1-3册及
《阅读》1-4册，敬请关注。

失之则等同于动物。在论述“character”的时候，作者举

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蒂娜的丈夫，一个欺骗说谎没有品行

的家伙。蒂娜决意离婚，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拿自

己的品格不当回事，丧失品格是要付出代价的。另一个例

子是托尼。托尼的姐姐、姐夫在车祸之中丧生，留下一双

儿女需要照顾。事业正处高峰期的托尼不情愿承担这个额

外负担，可是当作者问他，15年之后再回过头来怎么看这

个问题时，托尼改变了主意，表示愿意抚养这一对孤儿。

这件事情说明一个道理：有时目前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

过几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发现并非那么重要，反之亦然。

托尼懂得，15年后把孤儿抚养成人比他的事业更重要。如

果现在因无人抚养而让亲人流浪街头，作为舅舅的他，将

来该多么内疚。

作者在文中提醒大家，要慎用“pleasure principle”

（快乐原则）。“快乐原则”又名“唯乐原则”，是奥地利

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其意为：寻

求快乐是人的本能，与生俱来，为了人的身心健康，要尊重

人的这种本能。作者显然不赞成这种观点，她认为，追求

食、色这类快乐尽管是人的本性，但这是短暂的，自私的，

有害的，有时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这不会带来真

正的快乐。她提倡人们要有高尚的追求，掌握成家立业的本

领，这样才会得到永久的幸福。

课文的最后一段，作者谈到了好心有好报，这时老师

先询问学生：同意这个观点吗？学生会不置可否，显然这句

格言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只有明白了好报表现在哪些方面才

能够令人信服。课文中最后一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这样的回

答：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做个好人不会让你更健康更长寿，

但是可以让你心安理得，没有愧疚感。要提醒学生，做个好

人不一定给你带来物质财富，但肯定给你精神上的愉悦。绝

大多数人都喜欢有道德的人，别人喜欢你，愿意与你交往，

承认你是好人，你会感到快乐，这就是最好的回报。课文讲

完后，学生会有这样的收获：从文中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

理，作为人，我们有自由意志约束我们的行为，我们要做一

个有品行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良知的人，不要为了一时的

快乐而去做一些有失道德的事情，那会失去永久的幸福。

讲授课文时，老师应避免做不切合实际的说教，尽量

用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道德堕落的害处。对于类似这样的

问题，讲解之后开展课堂讨论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多数

学生都会积极发言。对怯于发言的学生，就让他们把自己

的看法写下来在班上念。课堂时间有限，不可能顾及到每

一个学生，可以通过布置作业，让未发言的学生把自己的

想法写成短文交由老师批改。

丰硕的教学成果

对精读课教学的重视促进了我院的教研工作，2006年

基于《现代大学英语》的“英语专业课堂教学改革方案”

被定为郑州大学重点课题，2008年结项后被河南省教育厅

鉴定为教学成果，2009年获“郑州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

奖”。2010年基于《现代大学英语》的“高级英语课堂教

学模式研究”课题结项，获“河南省社科联优秀调研成果

一等奖”。2008年《现代大学英语》的精读课程被评为

“校级精品课程”。同年，精读课教学团队成员在河南省

中青年讲课大赛中囊括了金、银、铜三个等级的奖项。一

人获特等奖，并授予“五一劳动奖章”；两人获一等奖，

同时获“河南省教学标兵称号”；两人获二等奖；在河南

省举行的课件制作大赛中，一团队成员所制作的精读课课

件获特等奖；在2007、2009、2011连续三届郑州大学举

办的中青年讲课大赛中，团队成员分别获得了金奖和银

奖。由于教师优秀，教材上手，学生的英语综合实力得到

了显著的提高，在河南省举行的英语演讲比赛中，参赛选

手多次摘得桂冠，并代表河南省参加“‘外研社杯’全国

英语演讲大赛”。我校学生在全国英语专业4级考试中连

年通过率都在98%以上，在8级考试中，达到了90%以上

的通过率。

精读课教学取得的成就得益于《现代大学英语》系列

教材，得益于老师们对教材的合理使用。教材是教学之

本，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好的教材能够充分发挥

老师的授课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寓意深刻、富含

哲理的课文使学生变得睿智成熟，也使得精读课成了学生

最喜欢的课程。目前《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正在改版，改

版后的第一、二册我校已经开始使用，受到普遍欢迎。教

师们认为课文编排顺序更加合理，课后的练习更具针对性

和适用性。我们期待着后几册的早日问世，相信这套教材

通过进一步的改进和整合，将会更适合师生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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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受文化的制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

传播文化的媒体。若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可谓

是天方夜谭。反之，若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有深入细

致的了解，英语学习者就更能够深刻准确地掌握并使用

这一语言。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

定:“高年级应开设用英语讲授的主要英语国家文学课程、

文化知识课程”，“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

“在扩大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提高英语的实践能力”。同

时，《大纲》对学生的文化素养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有

较宽的知识面，对英美国家的地理历史、社会状况、文化

传统、风俗习惯等比较了解。熟悉中国文化......”。高级

英语课作为一门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主干课程毫无疑问理应

承担一部分文化教学的重任。由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

语》在我国高年级英语教学中得到广泛使用，其对文化教

学的重视一直颇受称道。高级英语课教师在进行文化教学

时，可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好背景知识的教学和词汇文

化内涵的教学，同时做好价值观念的教学。

一、背景知识的教学

背景知识的介绍是导入文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背

景知识不只局限于作者的生平介绍，虽说对某些课文来

说，作者的生平介绍是必不可少的。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

看，背景知识是指一个人已有的整体知识以及有关某一专

题的专有知识。整体知识是校内外学习与各种经验的积

累，专有知识则是理解某一课文或某一主题所必需的专门

的知识（包括文化背景知识）。对每篇课文的理解都应当

借助于一个人已有的知识。换言之，一个人已有的知识会

对每篇课文的理解产生影响。阅读时如缺乏背景知识，理

解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学生会或多或少地

缺乏对理解某一课文或某一主题所必需的专门知识。因此

在高级英语课教学中必须进行背景知识的教学，以加深学

生对所学课文的理解和欣赏，从而达到高质量的阅读效

果。在进行这方面工作时，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Stevens

（1982）认为：阅读课教师不仅应被看成是阅读技能的

传授者，而且还应被看成是相关信息的传授者。Floyd和

Carrel（1987）也认为：外语阅读课教师应该是恰当的文

化内容的传授者和获取文化背景知识的促进者。

由此可见，背景知识的教学对高级英语课教师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必须有理解目的语文化和本族

文化的能力，只有获得了这种跨文化的理解能力，教师才

能将目的语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异同有效地介绍给学生。其

次，教师应熟悉所用教材，弄清学生可能已经具备哪方面

的背景知识，从而选择恰当、有效的方法启发学生自觉运

用这些背景知识来理解阅读材料中的文字信息。如果发现

学生缺少相关背景知识，则应直接向他们提供。具体教学

时，可以采取下列途径：

1、鼓励并要求学生查阅参考资料

《高级英语》第2册第4课“Love Is a Fallacy”是学

生喜闻乐见的一篇课文。但有不少学生感到课文前三段有

些难度，甚至有学生将Charles Lamb误认为本文的主人

公。为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要求学生查阅Charles Lamb，

Thomas Carlyle和John Ruskin后，大多数学生表示理解了

这些段落的意思，并且加深了对整篇文章的理解和欣赏。

2、为学生直接提供背景知识

由于《高级英语》题材多样，涵盖知识广泛，部分学

生对某些课文的背景知识知之甚少，这也是很自然的。

《高级英语》与文化教学
国际关系学院  许爱军

内容摘要：

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有其重要作用。高级英语课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主干课

程承担着文化教学的重任。由张汉熙主编的《高级英语》十分重视文化教学，深受

广大师生的好评。这种文化教学主要包括从宏观上进行背景知识教学和从微观上进

行词汇文化内涵教学，同时还包括价值观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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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讲授第1册第1课“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时，可以对Hurricane进行介绍，说明它的名

字、形成以及它和旋风（cyclone）、台风（typhoon）的

区别，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将这些词汇和知识

直接介绍给学生，学生会感觉非常实用。此外，由于部分

学生在这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在提供相关词汇的时

候，也可以让学生畅所欲言，这必然会促使学生积极参与

课堂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3、进行讨论

讨论可以使学生更积极地参与，有利于提高学生口头

表达能力。讨论最好采用小组方式，以使更多的学生有

机会开口。在《高级英语》第1册第2课“Hiroshima—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教学中，笔者对广岛是否是日

本最具活力的城市进行了讨论，有学生说是，有学生说不

是，并且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但经过讨论，学生们最

后达成共识，将广岛在二战中曾经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个事

实考虑进去，它是相对意义上的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最具活

力的城市。这种讨论加深了学生对课文内容以及所反映出

来的文化的理解。

4、进行对比

有效的对比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深其记忆并

提高其理解能力。在讲授《高级英语》第2册第5课“The 

Sad Young Men”时，我们可以将美国青年与中国青年的

现状进行对比，指出他们的异同，他们身上的问题以及产

生的原因。虽说很难全面、深刻，但学生们会表现出极大

的兴趣和热情。这种对比的方法无疑将会帮助他们更好地

认识美国青年，也更好地认识自己。

5、进行归纳

进行归纳有助于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在讲授第2册

第6课Loving and Hating New York时，我们会发现这篇课

文中涉及了较多的有关纽约这个城市的背景知识，但分散

且零乱。我们不妨对纽约这个美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作一

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介绍。可以说纽约这个城市已成为一

种国际语言，是全球文化的一部分。进入高级阶段的英语

学习者如对纽约的了解永远停留在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

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二、词汇文化内涵的教学

文化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底蕴和广袤的

沃土。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萨比尔（Edward Sapir）在他

的《语言》一书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

的人们属于一个种族（或许多种族），也就是说，属于一

个由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它集团分开的集团。此外，语

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

法和信念。而词汇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受到文化的熏陶

和影响，打上文化的烙印就不足为怪了。据说爱斯基摩人

能把雪分为九种颜色，而每种颜色都有其对应的词汇。由

于人类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经历和爱好有其相似性，

所以英汉语言中部分词汇的文化内涵有其相似性；由于受

不同宗教、文学、艺术、环境、风俗及其价值观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两种语言的词汇文化内涵又不可能完全对等。

也就是说，英汉词汇之所以不能完全对应，是文化差异所

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地区的人对某些字的

理解、好恶是不一样的。据调查，日本人最喜欢的汉字是

“诚”字，中国人最喜欢的汉字则是“福”字。而美国作

家Irving Wallace选出的10个最美丽的英文字却是：

chime 悦耳的曲调（钟声） dawn破晓

golden金色的 hush 无声的

lullaby摇篮曲 luminous光辉的

melody旋律 mist雾

murmuring低语 tranquil宁静的

此外，很多词汇存在着明显的民族文化特色，反映了

不同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雪莱的《西风颂》热情讴歌了西

风的和煦和伟大，但在中国人眼里西风却肃杀凄凉，而东风

则是温暖受欢迎的，因而有“东风送暖入屠苏”的诗句。

龙在中国是帝王、权力、尊贵的象征，常指男性，家

Charles Lamb            Thomas Carlyle          John Ruskin

Skyline of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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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们都“望子成龙”；而在英语文化中龙却是专制、邪恶

的化身，the Dragon是指撒旦、魔鬼，dragon lady则是指

一个凶暴无情的女人。如若将“望子成龙”译为“hope 

that one's child will become a dragon”，一定会让外国人

大惊失色的。

词汇的文化内涵不胜枚举，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一

个国家的语言不能游离于它的文化而独立存在。一个国家

的文化对这个国家的语言（尤其是词汇方面）有着全面而

深刻的影响。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尤其是高级英语课教学

中，应加强语言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化知识的教学。

1、切实强调英英字典的使用

从大学一年级起，我们就已强调了英英字典的使用，

而现实情况下，学生最喜欢使用的仍然是英汉词典，而这

对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无益。cadre的中文意为

“干部”，而英文释意则为：the key group of offi cers and 

enlisted personnel necessary to train a new military unit.两

者相去甚远。如若不用英语原文字典，又怎能理解它们之

间的区别呢?

2、加强对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词（Culture-loaded 
words）的注意力

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词在高级英语课本中俯拾皆是。

仅《高级英语》第1册第14课“Speech on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中，就有很多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词汇，

比如：bow down in the House of Rimmon（违背自己的良

心或原则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明知不对而仍为之以保存面

子），the House of Commons（下议院），the B.B.C.（英

国广播公司），regime（政体，政权），his Majesty's 

Government（国王陛下的政府），the great Dominions

（英联邦自治领），the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国），the 

British Isles（英伦诸岛），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

Commonwealth of Nations（英联邦）等等。这些词包含了

西方人很多价值观念、他们对事物约定俗成的看法。其中

很多和我们的价值观念、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

提到BBC，我们学生的脑子里可能会想到它代表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是新闻广播节目，他们

还可能想到它地道的英国口音，而英国人则知道BBC 有五

套广播节目，两套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中鲜有广告，它的

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政府资助以及对每台用户电视机所征收

的费用。the British Isles和Great Britain在课文中都是指英

国，可事实上the British Isles却是由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

岛两个大岛以及几百个小岛组成，而Great Britain则指英

国的一部分，即大不列颠岛。上面所列出的这些词都带有

其特定的涵义，如果不了解社会文化背景，而仅仅从词汇

本身出发，是不能理解其内部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在

碰到这些词汇时，高级英语课教师有必要将学生的视野拓

展开去，加深他们对词汇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丰富他们的

文化知识，为他们能够正确运用所学语言知识打下良好的

基础。

3、要求学生在平常阅读中注意文化的积累

高级英语课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报刊和文学

作品。报刊是了解当前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动态，各种

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最直接的途径；而文学作品是了解

一个民族的脾性、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

关系等方面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背景知识教学和词汇文

化内涵教学是高级英语课文化教学的两个方面，前者着眼

宏观，为全篇文章的理解提供基础，后者侧重微观，为局

部和细节的理解提供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价值观念的教学

在重视并做好背景知识教学和词汇文化内涵教学的同

时，高级英语课教师还应当进行价值观念的教学。价值

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文化其它部分的关系是纲

和目的关系。特定词汇的选用以至全篇文章的主题都反映

了作者及其所描写人物的价值观念，因而在背景知识教学

和词汇文化内涵教学的同时，应融入价值观念的教学。比

如：中西文化中对婆媳关系的态度和重视程度是迥然有

异的，但究竟如何不同，不通过接触西方社会，不通过阅

读西方文学作品是无法获得准确理解的。在《高级英语》

第2册第9课“The Loons”一文当中，当Vanessa的爸爸

Ewen出于同情要带Piquette（一个生活悲惨的印第安混血

儿）去湖边度假的时候，遭到了Vanessa的妈妈的强烈反

Winston Churchill     BBC logo   Logo of British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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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后来事情又突然出现了转机。这是为什么呢? 请看

下面的描写：

Grandmother MacLeod，her delicately featured face 

as rigid as a cameo，now brought her mauve- veined hands 

together as though she were about to begin prayer.

“Ewen，if that half-breed youngster comes along to 

Diamond Lake，I'm not going，” she announced. “I'll go 

to Morag's for the summer.”

I had trouble in stifling my urge to laugh，for my 

mother brightened visibly and quickly tried to hide it. If 

it came to a choice between Grandmother MacLeod and 

Piquette，Piquettewould win hands down，nits or not. 

“It might be quite nice for you，at that，” she 

mused. “You haven't seen Morag for over a year，and 

you might enjoy being in the city for a while. Well，Ewen 

dear，you do what you think best. If you think it would do 

Piquette some good，then we'll be glad to have her，as 

long as she behaves herself.”

事情发生转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儿媳对婆婆的态度，她

宁愿和一位她所不屑的印第安混血儿在一起，也不愿和婆

婆在一起。故事中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孙女Vanessa对

此事的态度更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她超

然事外，不偏不倚，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这同中国传统

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了解西方社会人们价值观念的生动具体的例子。由此可见

在高级英语课的文化教学当中融入价值观念的教学是必要

的，也是可行的。

四、需注意的问题

在高级英语课上实施文化教学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

下面两个问题：

1、适度的问题。

在高级英语课教学中导入文化教学并非只重视文化而

不重视语言，文化教学只是高级英语课教学的有益补充、

延伸和发展。目前我们使用的高级英语教材的各篇课文

中，广泛涉及了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若面面

俱到，将太多的时间花在作者、背景知识和文化知识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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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Random	
House，New	York，1992.

绍上，势必本末倒置。就每周6课时的课时安排来看，笔

者认为时间应控制在10%到15%左右。

2、系统的问题。

这是高级英语课教学当中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如果

教师在传授语言的过程中每碰到一种文化背景或现象就顺

便解释一下，零敲碎打，各个击破的话，势必令学生觉得

缺乏系统性，从而导致盲目与混乱。因此，应将注意力放

在那些与文章主题及语篇理解息息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方

面，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文章内容和主题的理解，同时学

生通过对文章的学习，又对文章所折射出的文化内容有所

把握。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外语教师应重视文化上的

差异，了解和研究这些差异，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

感性，但我们不必也不应该盲目地模仿和搬用他国文化。

我们应当吸收异族文化中积极的、优秀的东西，摒弃其消

极的、颓废的东西，以更好地建设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

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编者注：
《高级英语》（第三版）1、2册及教师用书已经出版，配
套教学辅导材料也即将问世，请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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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面向职场、以应用能力为本位的
基础英语课程体系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瑜生

长期以来整个高职公共英语教学领域存在这样的问

题：高职教育的特点未能充分体现；学生应试倾向严重；应

用能力不强。这一现状无法满足社会对高职人才的需求。自

2009年开始，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对大学英语课程进行

了全面改革，探索构建以职业发展能力为核心的高职英语课

程体系，选用了符合高职教学改革需要的《新职业英语》系

列教材，在基础英语教学中引入职业素质内容，引导英语教

学实现了面向职场、以应用能力为本位的转变。

一、转变教学理念，革新教学内容，积极服
务于职业生涯

我们要求教师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特

别是听说能力。教学理念上，以学生为中心、以“职场应

用”为导向、以“应用能力”为目标、用“模块”设计、

靠“任务”驱动。

教学理念的转变促进教学内容的革新；适逢改革之

际，我们需要选用适合的教学资源。在名目繁多的高职教

材中，外研社推出的《新职业英语》令我们耳目一新：该

教材打破了以语言知识、技能为逻辑线的传统，改为按照

职场典型工作任务为主线来组织语言学习内容，每单元话

题与学生将来的职业活动紧密相关，又不乏生活气息，充

分满足了我们打造学生职场英语应用能力的需要。经过两

轮的使用，该教材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高度好评。

以《新职业英语  职业综合英语》第一册第一单元为

例：主题是公司介绍，情节包括毕业生初进公司了解公司架

构、公司文化等过程。听说读写各模块之间有内在的情境联

系，便于学生输入输出结合，即学即用。Mini-project是模

拟成立一家公司，要求学生自己来设定机构、岗位，草拟公

司介绍等，以任务驱动、语言输出的方式综合测评学生对整

个单元学习内容的掌握。这一活动充分发挥了高职学生形象

思维能力强的优势：学生们纷纷组成了五花八门的公司，制

作了独特精美的公司网页，并在课堂上踊跃展示。

最新的《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表述：“各高职院校应以职业需求为

主线开发和构建教学内容体系。建议高职英语教学分为两个阶段，即基础英语阶段与行

业英语阶段。”为了满足教师了解高职院校改革实践经验的需要，我们特邀南京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在使用《新职业英语》系

列教材的基础上，分别介绍构建基础英语和行业英语课程体系的实践经验。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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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设视听说教学课程，营造生动课堂，
激发学习兴趣

近年来兴起的视听说教材利用声光电等新技术呈现语

言内容，增加了英语学习的刺激源，对高职学生具有较大吸

引力。因此，我们在大学英语课程中增设了视听说课程，提

高了学生参与听说活动的积极性，鼓励学生从开口说、大胆

说，到准确说并言之有物。

我们使用最新的视听说教程。其中的可视内容脚本非

常适合高职学生水平与需求，表演由视频制作公司的专业

演员完成。短剧既包含常见的工作情景，又关注职场热点

或焦点问题，比如职场压力、性别平等、流言澄清、职位

晋升等，轻松活泼。以“Brand”单元为例，它包含两组

听→视→说的循环，第一组围绕品牌评估和品牌策略，侧

重职业性，第二组围绕品牌故事，侧重文化性。每个单元

四组视频，信息丰富；并有Language Focus、Language 

Summary、Culture Notes等语言文化点。

视听说每周一节课，两周完成一个单元。课上主要完

成Watching与Speaking：由于Speaking与Watching相互呼

应，因此我们要求学生在观看Watching时做笔记，一方面

使学生说的时候有所参照，避免无话可说，或说不出来，另

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教材的Speaking循序渐

进，分为guided communication和free communication，更

易于在课堂上操作。我们还让学生模拟短剧表演，学生兴趣

浓厚、收获很大。

三、引进外籍教师教授英语口语课程，完善
高职英语课程体系

高等院校普遍存在“聋哑英语”现象，这在高职院校

犹甚。我院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全校增设了外籍教师任教

的技能英语，全校所有非英语专业学生都必修本门课，课

程在大二开设一个学期，小班开设，每周一次，总计30学

时，专门训练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

高职的很多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外教，更别说上外教

的课，他们听得懂吗？愿意上吗？一开始老师有这样的疑

问。实施的效果表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学生们喜欢外教

不拘一格、新奇幽默的教学风格。在课外的校园和食堂，我

们经常看到一群学生围着外教热烈交谈。在每次教学调查

中，学生都表现出对外教技能英语课程的喜爱。外教技能英

语课程的实施，使学生不出国就能学习纯正地道的英语口

语，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国际交往打下了基

础，提高了职场竞争力。

四、构建活动多样化的英语第二课堂，繁荣
校园文化

英语的学习仅仅在课堂进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大

量实践和操练，为此，我们建设了英语第二课堂，开展了丰

富多彩的英语课外活动。我院全体公共英语教师都担任学生

英语社团的指导工作。每周开展的“英语欢乐谷”活动，由

两名外教和一名中国英语教师共同指导。

“英语欢乐谷”活动有游戏、英语歌曲比赛、辩论

赛、演讲赛、热门话题探讨等，由学生社团事先向学生征集

方案、中外教师研究挑选并公布活动内容，再由指导教师指

导学生做好精心设计和充分准备。每次活动都吸引了大批学

生参与，轻松愉快的氛围激起了学生畅言的欲望，各类活动

都被推向高潮，而每次活动结束时，学生们仍感意犹未尽。

“英语欢乐谷”已成为我院学生提高外语口语水平的重要平

台和我院校园文化的靓丽风景线。

经过改革，我院学生整体英语应用能力有较大幅度提

高。应该看到，高职院校的方向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不

是培养理论型、学术型人才。高职的英语教学必须牢固贯彻

“以就业为导向”的思想，面向学生的职业生涯，满足市场

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培养学生的职场英语能力是高职教育

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我们始终要把握好这个方向。

教程名称 配套用书 多媒体教学资源

职业综合英语（1，2） 教师用书、形成性评估手册（1，2） MP3光盘、音带、助教课件/视听读资源

视听说教程（1，2） 教师用书 助学光盘、助教光盘

职业英语交际手册 MP3光盘

《新职业英语》基础篇 教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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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医护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新职业英语 医护英语》夯实课程体系建设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王月贞 马晓晔

近年来，外资医疗机构、外资医院、涉外病房日益增

多，对医护人员的英语要求日趋提高，尤其是护士的英语

水平已成为用人单位选拔的重要条件。为了在护理领域培

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为学生将来就业、升本、出国学习或

工作等各种发展方向打造坚实的英语基础，我校针对涉外

护理专业构建了特色英语课程体系，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每年，我们为社会输送大量符合时代需要的护理人

才，培养的学生在全国各种技能比赛中屡获奖项，METS

（医护英语水平考试）二级的过级率达到80%以上。

在英语教学改革实践中，我校以特色专业为试点，使

行业英语成为了英语课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将我校

涉外护理专业的英语课程框架与读者分享，供同行参考：

阶段 课程 教学目标

基础：第1-2学期 综合英语 夯实英语语言基础，培养综合应用能力

行业：第3学期 医护英语 培养学生在医护行业熟练运用英语的能力

行业：第4学期 医护英语口语 培养学生在未来工作环境中的口语交际能力，尤其是能与外籍医生、患者及家属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第3-4学期的行业英语对实现该专

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精心设计课程，

认真遴选教材，为了增强行业英语教学的有效性，我们将

医护英语分为理论课与实训课，比例为1：2，理论课主

要是词汇及短文的学习，实训课主要进行听说及写作的训

练；相应地，授课模式上采用1+2：每个单元一次阅读、

两次实训。基于此课程设计，我们选用了外研社的《新职

业英语 医护英语》，该套教材的理念与我校的课程定位正

相契合，医护兼顾，难易适度，职业特色突出，听说读写

并重，实训项目丰富，多媒体资源齐全。该课程为学生进

一步学习《医护英语口语》夯实了基础。

我们将医护英语课程按照教材的8个单元所提供的情

境，将护理人员的工作整合为在门诊部、住院部及康复中

心等3个大的教学模块，并制定出每一模块的学习目标、

教学项目、课时、授课方法及评估方式。《新职业英语 医

护英语》对课程的各项指标均提供了可参考的内容。比

如，教材中提炼了康复中心护士的典型工作任务：病人的

康复治疗及康复治疗后的保健预防宣传，这就省却了我们

设计课程任务的很多时间与精力。经过一轮的改革之后，

我们走访了用人单位。实践证明，医护行业英语作为衔接

基础与专业的一环，必不可少，它使我们的涉外护理学生

语言基础更扎实，在国内外的就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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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之一，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近年来在公共英语课程改革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

学实践证明，行业英语的开设是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一

项重要举措，为实现以能力为本位、服务专业的目标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下面以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行业英语课程为

例浅谈我的两点体会。

一、行动导向教学法促进学生“学以致用”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是我院的一个国家级重点专业，

其中公共英语课程开设四个学期，约为220学时。第四学

期，我们为该专业开设约64学时的行业英语课程。最初我

们在选择教材时出现了困难，既不能选择过难、过专的专业

英语，又必须包含模具设计与制造的行业背景，直到2010

年我们发现了外研社出版的《新职业英语 机电英语》，该

教材满足了我们的课程需求。

我们将学习内容按照教材提供的典型工作过程分为8

个情境（即8个单元），再将每个情境细化为一个个工作

任务，运用行动导向教学法，将学生分组，引导和鼓励学

生协作完成“工作任务”。例如，第一单元是Establishing 

Business Relations, 按照工作流程可分为向客户作模具公司

简介(Reading)、利用信函与客户确立业务关系(Writing)、

客户接待与价格谈判(Listening & Speaking)等环节。在教学

活动中，我们以“建立业务关系”的几个工作环节为载体，

利用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法、四步教学法等方式让学生在完

成任务的过程中实施语言技能训练。我的感受是：行业英语

课堂上的教学任务发挥了学生的专长，契合了学生的兴趣

点，学生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教授语

言知识，训练做题技巧，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同时对

于语言应用的规范效果也很显著，学生的英语水平因此大幅

提高。

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帮助学生“学有所获”

机电英语的课程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比例各占50%。其中终结性评价包括期末笔试

和职业英语考试，获得相关职业英语考试证书的学生可得到

相应学分奖励。形成性评价除常规的课堂表现、作业、阶段

测试之外，在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学生须以小组形式呈现

一个涉及本单元微观工作过程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

既能复习单元学习内容，又能将英语和职场运用联系起来。

此外，学生还须根据每个单元学习目标做一个自我评估，自

查学习效果。

构建多元的评价指标有利于对学生的行业英语学习做

出综合评价，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教师完善自身教学方法以

及为科研积累数据资料。

基于《新职业英语 机电英语》
的教学与评估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秦琛

行 业 篇

教程名称
艺术设计英语 包装印刷英语 机电英语 汽车英语 医护英语 化生英语 酒店英语（1，2）

IT英语 市场营销英语 经贸英语 农林英语 土建英语 物流英语 旅游英语（1，2）

教学资源 教师用书、形成性评估手册、MP3光盘、助教课件

《新职业英语》行业篇 教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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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5日至9日，“‘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

讲大赛”决赛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

治区和澳门地区的89名选手展开了激烈角逐。经过四个阶

段的较量，选手们在比拼中锻炼了语言、开拓了视野、训

练了思维、磨砺了智慧。

2012年正值外研社举办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十周年。

十年来，外研社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举办这一公益事

业。从2002年最初的“‘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到如今的“‘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大赛

凝聚了多方智慧，获得了国家教育部门、各地大学外语教

学研究会（指委会）和各大高校的全力支持。

如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已成为推

动教学创新、培养优秀人才的品牌赛事，在全国高校教师

和数百万大学生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教育部门大力支持，打造权威专业平台

2011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由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合

办。大赛决赛于12月5日正式拉开帷幕。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刘贵芹副司长莅临开幕式并致辞。刘贵芹副司长充分肯

定了“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举办的意义，指出大

赛为全国大学生搭建了提高英语本领、展现青春才华、走

向成功之路的平台，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大学英语教学和英

语专业教学的科学发展，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2011年大赛自5月启动，分为校级初赛、省市复赛和

全国决赛三个阶段。大赛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

区和港澳台地区，共有一千余所高校参与其中，近百万

名大学生踊跃参加。国家、地区教育部门对大赛的举办

给予了大力支持。教育部两大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

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

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对大赛进行了专业和学术的

指导，保证了大赛培养优秀人才、推动教学发展的方向

与宗旨。决赛中，主办方特别邀请了21位国内外知名

英语演讲和教学专家担任评委，充分保证了大赛的权威

性、专业性和学术性。

青春激情铸梦想，大赛十年写华章
——记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十年耕耘，十年收获，十年精彩

今年，是外研社连续第十年举办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十年来，这一服务于外语教育、服务于高校师生的公益事

业，得到了国家教育部门的有力支持，凝聚了主办单位、

各地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指委会）、各高校以及指导教

师的心血和努力。演讲大赛中所体现的国际视野、文化内

涵与创新精神启迪了学生，激励了教师，推动了教学，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十年来，一批批青年学子怀着激情与梦想登上这一国

内最权威、最专业的演讲大赛的舞台，展现了中国当代

大学生的魅力与风采。通过大赛，他们精晓语言、训练思

维、拓展视野、磨砺智慧。很多选手走入社会，成为国家

的栋梁之才；更多的大学生，则在榜样的激励下，拼搏进

取，不断攀登。

十年来，在大赛的影响下，中国的高校英语演讲教学

蓬勃发展了起来。大赛立足教学，推动教学，为全国高校

创建了展现教学水平和创新教学理念的契机，也为广大教

师交流教学方法、提升专业能力提供了机会。每年大赛期

间组织的“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和“高

校英语演讲教学交流座谈会”等活动，已成为国内外专家

与学者交流的平台。

赛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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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语言魅力，展现思维智慧，传递演讲力量

“Not everyone can become a great artist, but a great 

artist can come from anywhere.” 这是一位本届参赛选手

对英语演讲的认识。英语演讲是一门交流的艺术，不仅能

够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对他们的思维视野、文化素

养和沟通能力也是极大的锻炼。

今年大赛的定题演讲题目“A Word That Has Changed 

the World”吸引了很多关注。在大学生眼中，什么是能够

改变世界的力量呢？选手们有的从历史出发，总结概括观

点；有的展望未来，关注科技与人文力量的结合；有的总

结规律，探寻事件背后的意义；有的弘扬精神，阐释人性

的闪光点。演讲蕴含着语言的魅力，传递着思想的光辉。

他们慷慨陈词，论据有力，带领全场观众进入语言与思维

构造的瑰丽世界，为这个题目注入了创意、个性与活力。

大赛四个阶段的比赛还包括即兴演讲、拓展演讲、回

答问题、综合知识问答、互相问答等形式。选手们展现了

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创新的思维能力。以往，选手在英语演

讲中侧重的是发音和用词，而现在更多的学生开始展现思

辨和创新，更注重与观众的有效交流，展现了当代大学生

对英语演讲认识的深入与演讲能力的提升。

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圆满落下了

帷幕。这一年，自信、激情和创意再次在讲台上绽放，演

讲的力量和思维的魅力从这里传递。外研社主办的全国英

语演讲大赛走过十年，实践着国家的教育目标；在各方的

支持和协助下，演讲大赛将担当更多教育责任，发挥更大

推动作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教育部高教司刘贵芹副司长致开幕辞

全国各地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指委会）会长莅临现场

外研社蔡剑峰社长致开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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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决赛抽签仪式在外研

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外研社徐建

中总编辑主持仪式，全国大学外语

教学研究会会长杨治中教授在仪式

上致辞。

决赛第一阶段采用90进60的赛

制，于12月5日至12月6日上午举

行。选手围绕 “A Word That Has 

Changed the World”进行3分钟定

题演讲，之后当场回答提问评委两

个问题，每个问题1分钟。

决赛第二阶段竞争激烈，60名

选手只有前18名能够晋级下一阶段

比赛。第二阶段于12月6日下午至

12月7日举行，采取“即兴演讲（3

分钟）+回答两个问题（各1分钟）

+综合知识速答”的形式进行。

抽签
仪式

第
阶段
1

第
阶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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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第三阶段比赛在12月8日

上午举行。比赛中，18名选手被分

为6组，每组3人，采用“即兴演讲

（2分钟）+回答一个问题（1分钟）

+拓展演讲（1分钟）+综合知识抢

答”的形式，每小组胜出者晋级。

决赛第四阶段设定场景为刚刚结束的法国戛纳G20峰会，六名

选手分别代表美国、德国、日本、中国、希腊和南非来争夺世界银

行的一百亿美元贷款，以应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危机。比赛分为两

轮，选手在第一轮中首先陈述自己的理由（3分钟），然后接受辩

论嘉宾的挑战（3分钟），此轮中排名靠后的两名选手被淘汰；第

二轮中，选手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观点（2分钟），随后接受其他三

名选手的质询（每人1分钟），最后总结自己的观点（1分钟）。两

轮成绩得分最高的选手获得冠军。

第
阶段
3

第
阶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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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激烈的角逐，冠、亚、

季军和各单项奖各有所属。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文科处刘向虹处

长、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

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其莘

教授为冠军颁奖。五天的大赛圆

满落下了帷幕。

颁奖
仪式

冠军： 

陈彦君　　中山大学 

颁奖嘉宾：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文科处处长 刘向虹
（右一）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主任委员 何其莘（左一）

最佳语音奖： 

周容宇　

南开大学 

颁奖嘉宾：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任文（左一） 

清华大学 

Roger Olesen（右一） 

最佳创意奖： 

李冬怡　　

大连外国语学院 

颁奖嘉宾：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Stephen E. Lucas（左一）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副院长 
金利民（右一） 

会长特别奖： 

罗小曼　　

南京大学 

颁奖嘉宾： 

江苏省高等学校
外国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李霄翔（左）

微博人气奖： 

刘 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颁奖嘉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英分社社长
常小玲（左）

特别贡献奖： 

Connie Gibson

江西师范大学（外教）

 

颁奖嘉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总编辑
徐建中（左） 

亚军： 

尹　江　　四川大学 

陈碧荷　　复旦大学 

颁奖嘉宾： 

全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杨治中
（右一）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副校长 Joy Hughes
（左一）

季军： 

陈　骁　　华中科技大学 

王宇石　　湘潭大学 

邵今是　　厦门大学 

颁奖嘉宾：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 叶兴国（左二）

澳门理工学院贝尔英语中心主任

毛思慧（左一）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John Cooper（右一） 

决赛三、四阶段评委会主席何其莘教授致闭幕辞 决赛点评嘉宾Stephen E. Lucas教授总结选手表现

赛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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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
致辞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orning we have witnessed the last session of 

the 2011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and, in a few minutes,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Competition 

will be announced, a moment, I believe, all the contestants 

and the audience have been expecting anxiously.

Since the 2011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on May 12, about 

a million contestants from all over the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have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preliminary sessions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and 

semi-final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Finally, 89 winners 

entered the final contest and began to compete in Beijing 

early this week. It might be hard for anyone who is not in 

the circle to fully appreciate the painstaking efforts that 

决赛三、四阶段评委会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其莘教

授在闭幕式上对大赛进行了总结发言。何其莘教授高度评价了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举办十年以来的

重要意义，并对本届选手的精彩表现进行了点评。

Concluding Remarks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2011“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He Qixin

(December 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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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stants, their coaches and their supporting teams 

have put forth in the last few months. The comment made 

by Fu Xinkai（傅心恺）from Nanjing University, one 

of the winners of last year's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might be a true-to-life depiction of 

what is in the minds of all participants: "We come to this 

competition not to defeat but to appreciate, not just to 

compete but to make our voice heard and [to] learn and 

share. This is the true spirit of competition."

This is the 10th year tha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was involved in a national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first co-sponsored with CCTV 

under the title of "CCTV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from 2002 to 2009, and then in 2010 renamed it 

as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English Majors and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Non-English Majors, both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ven f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one of China's top-ranking publisher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t is not easy to sponsor 

such a national contest for 10 years, which is highly 

expensive and time-consuming. Apparently, FLTRP does 

not regard th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as a mere 

business activity, but as a channel to strengthen her link 

with students, as a means to repay her readers, and a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hina, 

a promise FLTRP solemnly made when she was founded 

more than 30 years ago. After 10 years' hard work,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has long 

become the most influential competi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Probably it is impossible to figure out exactly how 

many student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CTV Cup" and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s in the 

last 10 years, but obviously millions of participants at 

various stages have benefited the most from the contest. 

For most contestants, it may not b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win a place in the competition, nor to be rewarded with a 

summer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some Asian countrie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I believe, is the experience of 

attending such an important event itself: voicing your own 

ideas on related topics, presenting the best part of yourself 

before the audience, and getting to know contestant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from whom you may have a 

lot to learn. Therefore, participating in the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is basically a learning 

and sharing experience, and part of the expected outcome 

of such an experience is to acquire a better knowledge 

of yourself: to know what you can do, your strong points 

and weak points, and the proper way that you are able to 

further improve yourself, as a speaker, a presenter, and a 

communicator. 

In the last 10 years, I have been asked several times 

to serve on the panel of judges at the "CCTV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But my involvement with 

similar student activit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te 

1980s when I was the head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e then Xi'an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after I return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 remember serving as the direct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first Sino-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Debating Contest in early 1989, 

collaborated with members of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When I compared those earlier student activities 

with what we have witnessed lately at the 2011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I found something 

quite interesting. In the 1980s and even early 1990s, 

the attention of the judges at either speaking contests or 

debating contests was focused on contestants' language 

skills, and priority was given to speakers'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their flow of speech and accuracy of 

their expressions. But today, these criteria—that is, basic 

language skills—have long become a must for those 

contestants entering the final sessions of such a national 

contest. And the attention of the judges at semi-finals and 

finals is directed mainly to the content of the speech, the 

creativity and the speaking technique of the contestants, 

which includes a clear and powerful statement, convincing 

and logically developed argument, appealing gestures 

赛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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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en effective and pleasant facial expressions. This 

difference, I assume,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astonishing 

progress that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hina has achieved 

in the last 20 or so years. Therefore, all the contestants at 

today's finals, no matter what place you may win at this 

contest, should feel really proud of yourself.

With the innovation made in the format of the finals 

at the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I believe that all the contestants at Phases 3 and 4 of 

the finals have already learned quite a lot about their 

ow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feedbacks of our two 

distinguished commentators. Here I have no intention to 

repeat or summarize the complimentary or disapproving 

comments you have already heard, but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little advice of my own, something that Contestant No. 

82 mentioned in his extension speech in Phase 3 yesterday 

and our two commentators discussed briefly among 

themselves. With due respect for both commentators, 

I've come up with a different idea from my experience of 

teaching writing to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students. 

It seems to me that either in your preparation for your 

speeches or even in your daily training in English not 

enough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an English speech, that is, the way natives of English 

organize their thoughts and express their ideas either orally 

or in written form. In rhetoric this logical development of 

ideas is very often termed as the English thought pattern. 

Unlike natives of Chines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usually 

come to the subject of their speech directly with a clear 

statement, followed by well developed supporting details, 

and finally concluded with a restatement of their argument. 

Since the target audience of our speeches in English is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it is certainly advisable to adopt 

the English thought pattern in our speeches and writings as 

well, just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intended audience.

As Director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for English Majors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which I have worked 24 years, I have 

often been asked the question about the futur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Although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n such a topic is quite beyond today's concern, 

I can assure you, from my contact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with various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at we can anticipate a prosperous future for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hina as long as our country 

continues to open its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mains 

to be a full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Naturally, 

improvements, some of which might be extensive and 

even fundamental, should be put into effect, bu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English in China should first have a firm 

understanding that English, just as Chinese,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physics or chemistry, is a specialized 

field of study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requires 

systematic training in language skills as well as in quite 

a few related subjects. What English majors should do 

in their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programs, in addition 

to acquiring an excellent grasp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is to constantly enlarge their range of 

knowledge at least in a few of the areas such as literature, 

linguistics, philosophy, religion, economy, history, to name 

just a few, and to train themselves into qualified graduates 

for this multi-cultural world.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sincere thanks to the hosts of the finals, our distinguished 

commentators, question masters, challengers, my fellow 

judges, those who have been working very hard backstage, 

and most of all, all the contestants at various phases of the 

competition, without whom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such a 

national contest a great success.

I'm sure you would all agree with me when I say 

that this year's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is an existing and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all 

participants, and we are now looking forward to the 2012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probably 

right here December next yea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during the contest. See you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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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 • 丘吉尔曾说，“在上帝赋予人类的所有才能

中，没有比拥有演讲天赋更珍贵的东西。”

很多人认识英语演讲，可能还是从一个蓝色的外研社

图标、一个曾在中央电视台引起广泛关注的节目说起——

2002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开始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

办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大赛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和港澳台地区，突破层层选拔而出的选手在全国观众面前

展示了当代大学生舌灿莲花、谈吐自若的风采，英语演讲

开始走进国人、特别是高校英语教学的视野。

如今，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已经走过整整十届。随着时

代形势的不断发展、国家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英语演讲

对培养社会亟需的国际化人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深入人

心。演讲大赛也应时代之需，体现国际视野和中国精神，

不断创新与发展，从最初的“‘CCTV杯  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到如今的“‘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打造

了一个品牌，推动了一项事业，创造了一番成绩，影响了

一代人。

十年历程：从“第三波”到“新纲要”

进入21世纪，国际上英语发展势不可挡，中国加入

WTO、申奥成功后，英语学习的第三波热潮在国内兴起。

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在各国交流中发挥关键作

用，已经由一种专项技能逐渐演变成为一门必备的工具。

鉴于对英语人才迫切需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央

电视台决定强强联手，为广大学子搭建一个英语学习交流

的平台，打造一个代表中国国家最高水平的、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重要赛事。同时大赛也是为了激起全国人民学习英

语的兴趣，为英语教学指明方向，以提高整体国民的英语

水平，特别是英语口语技能和实际应用方面的能力。

这样一个盛大的赛事，外研社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组

织筹划。从最初的每年800多所高校的七八百万大学生直

接或间接参与，到如今每年1000多所院校的上千万名大

学生踊跃参加，演讲大赛走过了辉煌的发展历程。从一开

始，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就本着对社会、对学生高度负责的

态度，坚持公平公正，制定校级初赛、省市复赛和全国决

赛的选拔赛制，设立由由高校、文化、外交和新闻机构派

出的一流专家评审团，赢得了大众的信任与口碑。

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每年通

过校级初赛和省市复赛的90名选手都会聚集北京，参加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决赛阶段比拼，争夺英语演讲的最高

桂冠。随着英语教学的不断发展、学生英语水平的不断提

高，比赛的竞争性和精彩程度也不断升级。2010年，《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培养“具有国

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

国际化人才”被纳入国家人才战略目标。在新的形势下，

外研社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

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合作，对大赛进行了完善

与创新，并将大赛正式更名为“‘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

讲大赛”。

从此，随着中国国际化脚步的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

步伐的加快，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

的大赛致力于通过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比赛推动高校英语演

讲教学的发展，促进高校创新教学方法，展现教学水平。

为了保证大赛的权威性和高端性，大赛邀请教育部领导和

权威英语教育专家担任大赛顾问，并增设专家指导委员

会，为“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指引方向，突出学

术性和专业性。

推动教学：打造交流的平台和展示的窗口

每年的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除了激情慷慨的选手们，

认真敬业的指导教师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按照赛制规

定，每位选手需由所代表院校的一名指导教师带领参赛。

教师与学生一同钻研赛制、分析赛题、应对挑战。

尤其是在全国决赛阶段，指导教师的作用更为凸显。

面对高水平的竞争，指导教师的经验与判断往往是选手成

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现场，不仅是

全国演讲高手的竞技场，也成为了国内外外语教育专家、

各院校教师交流演讲教学理念与经验的宝贵平台。

比赛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广大学生，也

吸引着在教学改革中探索思路的各所高校的重视。从一开

始举办比赛时“首先着眼于眼前的中国英语教学改革”的

初衷，到现在以“推动高校英语教学、创新教学方法、展

十年植得梧桐在

自2002年至今，外研社已连续十年成功举办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这一推动教育、回馈社会的事业，在各方的支持与

共同努力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十年来，演讲大赛见证国家开放发展，推动教育教学创新，伴随无数学子成长。

十年之路，我们与您共同铸就辉煌；展望未来，演讲大赛必将随时代发展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

——外研社主办“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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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教学水平、促进教师发展”为宗旨，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这个“磁场”汇聚了多方智慧与资源。十年来，外研社在

演讲大赛决赛期间举办了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

学术研讨会”，邀请Stephen E. Lucas等国际演讲艺术大师

和国内外知名英语教学专家与广大教师交流研讨；引进出

版了《演讲的艺术》，并围绕这套蜚声国际的教材专门打

造中国版、教师用书和立体化的教学资源；为了解决高校

开设演讲课程的师资问题，“英语演讲的艺术与演讲课教

学研修班”在全国范围内热烈展开。

这个“磁场”的“聚集”和“发散”效应，促使英语

演讲教学在全国高校落地开花，英语演讲教学对培养国际

化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的理念在很多高校扎根。从最初的几

所院校开设英语演讲课程，到2006年近40所院校设立此课

程，再到如今全国近200所高校广泛开展，英语演讲课已

成为高校英语选修课或必修课中非常热门的课程。通过英

语演讲课程，很多教师也拓展了职业发展的新思路，取得

了新的成绩；通过演讲大赛主办方、高校、教师的共同努

力，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思维水平在十年中有了显

著提高。

2011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评

委会主席、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

任委员何其莘教授在大赛闭幕点评中提道，“十年或二十

年前，评委注重的还是选手的语音、语调和语言表达；今

天，语言能力已经成为选手基本的素质，评委更注重的是

选手的演讲内容、创造性思维和整体表现力……这是中国

英语教学的进步。”

走向世界：未来在这里起航

2006年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冠军陈东，目前在美国耶

鲁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博士学位。5年过去了，说起演讲大

赛，陈东依然十分激动：“参加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是一个

学习的过程，期间历练的演讲技巧和积累的演讲经验在比

赛结束后一直让我受用。比赛的名次固然重要，但是在赛

前准备和比赛过程中学习他人，自我进步，是一种超越比

赛的收获。”

不只是陈东，十年来大赛组委会收到成百上千的选手

和观众来信，都表达了同样的感慨。也不只是陈东，原路

透社北京分社卜洋、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徐楚、中央电视

台驻华盛顿记者邹韵……千百个学子都是通过演讲大赛这

个平台走上了世界的大舞台。

搭建沟通中西文化桥梁、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也是

外研社主办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宗旨之一。每一年，外研

社会资助获奖选手赴英美国家高校参观学习，或参加国际

性演讲和辩论赛事；获奖的指导教师也有机会赴英国参加

国际英语联合会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或是在世界其他国

家举行的文化交流等活动。这些特殊的奖励方式，不仅是

对选手和教师付出的努力的回报，也增加了中国与世界的

文化交流，极大拓宽了教师和学生的视野。

比赛本身的不断国际化，也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十年

蓬勃发展、活力十足的源泉所在。2010年起，外研社与美

国乔治 • 梅森大学合作，获得大赛冠、亚军的三名选手会被

派往乔治 • 梅森大学参加演讲辩论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全

美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中国的选手将在那里和来自世界

各国的年轻人一起学习、交流、竞赛。2011年演讲大赛决

赛现场，乔治 • 梅森大学演讲辩论夏令营的主席Peter Pober

教授和他的同事亲授演讲技巧和经验，令参赛选手和教师大

加赞叹。这样的交流与合作，未来仍将继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植得梧桐在，凤凰从这里

飞向天际。“‘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作为一个

品牌，凝聚了多方的辛勤努力与汗水智慧。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作为一家学术性、教育性出版机构，秉承为教学

和科研服务的宗旨，将不断加大对比赛的投入，深入创新

大赛，完善教学资源，充分发挥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对教学

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推动作用。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十年，是国家教育部门大力支

持、主办单位和各地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指委会）全力

付出的十年；是全国高校鼎力协助、专家教师投入奉献的

十年；是中国高等英语教学改革发展、优秀人才不断涌现

的十年。从这个十年出发，下一个十年的蓝图，我们共同

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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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always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students in this 

competi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are engaged in the whole 

series of speaking challenges, that are very difficult and very 

demanding both physically and intellectually. And they are doing 

it in their second language. Students in the U.S. could not do this 

in Chinese. So, first of all,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students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good. But there have been changes, I 

think for the better.

For one thing, early in the competition, students tended not 

to be communicative as they are now. Their delivery are not as 

natural as it is now. And the language is better now than it was 

then. So that is their whole level improvement. 

And you also see bette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etter analysis 

of the topic, better use of evidence and supporting materials. 

These are all really significant changes. 

外研社主办的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走过十年，到今天，其实已

经和外研社一样，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老师和学生对大赛的关

注程度非常高。对于老师来说，大家都希望通过有效的指导，将

自己的选手推向全国决赛的舞台；选手自己更希望能够通过大赛

开拓视野，迈上更高的平台。这十年，外研社的付出功不可没。

能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高水平的、相当复杂的大赛连续十年这

么出色地呈现给大家，我要向外研社表示祝贺、表示感谢！

在一定程度上，大赛和英语演讲艺术的教学是分不开的。参

加演讲大赛的老师都会有深刻的体会，无论是指导选手参赛争取

好成绩，还是从英语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来说，都需要开

设英语演讲艺术的课程来营造一种氛围。通过开设这门课程，更

多的、更广泛的学生会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的成功也大大带动了高校英语演讲教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生整

体水平的提高。

我非常荣幸能亲历这十年的发展，非常荣幸能够成为演讲大

赛的一份子。也希望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走过更多的十年，创造更

多的辉煌！

Wonderful Contest, 
Impressive Contestants

Stephen E. Lucas
国际演讲艺术大师，从2002年起参与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是英语演讲大赛的见证者、英语演讲教学在中国的推动者之

一，深受广大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的喜爱。目前任“‘外研

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任文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国内英语演讲教学专家。多

年来曾分别以指导教师、评委、提问评委、辩论嘉宾和点

评嘉宾等身份参与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并在2011年“第

三届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是一个响亮的品牌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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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第一次指导学生参加英语演讲比赛时，怎么也想不

到，今天自己会致力于全国英语演讲教学的推广。这次偶然的结

缘，使我感到荣耀的同时，更感觉到一名英语教师的责任。

每位选手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比赛中逐渐关注家

事、国事、天下事，审视形形色色的社会现状，思考发展变化的

现实生活；更重要的，开始立志和奋发。大学几年间，选手们似

乎比他们的同学更容易取得飞跃的进步。我感到欣慰的同时，开

始意识到演讲对学生的影响之大。通过比赛，选手们领悟到演讲

就是在与公众交流思想。比赛成功的喜悦是短暂的，但是与公众

交流、用思想影响公众并以此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经历是深远

的——“Public speaking is a means of civic engagement.”

选手们最终明白，真正的演讲者不仅要对自己所言了如指掌

并深信不疑，更要了解公众的心声，还要有影响公众的强烈愿

望，然后才是演讲技巧。做到这些，选手需要下怎样的功夫可想

而知；而我欣慰更多的是，他们看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名多年来指导学生参赛的老师、一名全国英语演讲大

赛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十年来，从我们浙江省比赛的情况出发，

我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在浙江省众多的大学生竞赛中，英语演讲

比赛成为越来越热门的一项赛事，参加“‘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演讲大赛”成为数以千计大学生的努力方向。 

十年来，不断有来自浙江的大学生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比

如06年的吴玥和10年的袁宇泽都进入前六名，作为亲历者我们骄

傲和幸福。

十年来，英语演讲从英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成为所有学生的

选修课，英语演讲比赛成为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的组成部分，

广大学生学习英语、练习演讲的兴趣被大大激发，作为授课者我

们高兴和欣慰。

十年来，浙江省各高校争办省英语演讲大赛的热情也令人鼓

舞。到目前为止，申请联合承办省级复赛的学校已经排到2015

年，作为参与者我们激动和兴奋。

演讲大赛在浙江省的“盛况”，是它在全国巨大影响的一个缩

影。接下来的十年，它必将继续风靡全国、影响更多莘莘学子！

Random Harvests——Chance in Choice
从演讲比赛到演讲教学的一点感想

田朝霞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多年来开设的英语演讲

课程深受学生喜爱，并先后多次指导学生闯入全国英语演

讲大赛决赛。2010年担任“‘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

大赛”辩论嘉宾，2011年在“第三届英语演讲教学与研

究学术研讨会”上作专题报告。

熊海虹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浙江省大

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多年来一直指导学生参加全

国英语演讲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负责大赛浙江省复赛

的组织筹划工作，为大赛做出了诸多贡献。

演讲比赛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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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是国内积极实践外语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和外语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的先驱。

近年来，英语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已从传统的技能型人

才培养向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兼备的综合人才方案转向，

而英语演讲能力的培养在这一转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推动作用。英语演讲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它对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人才建设培养发挥的作用日益

凸显，英语演讲教学和相关研究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

这样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推动全国高校英语演讲教学与研

究，加强英语演讲课程建设，促进教学实践交流，外研社

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同举办本届研讨会，希望通过研讨会为

从事英语演讲教学的广大高校教师提供良好的交流平台，

促进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会议邀请了国内外演讲教学领域知名专家作主旨发

言，包括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麦迪逊总校交流艺术系教授、国际演讲学知名学

者Stephen E. Lucas教授，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辩论系主任

Peter Pober教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任文教授和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金利民教授。

第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成功举行

2011年12月10-11日，第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

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届

研讨会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联合举办，主题为“不断发展中的英语演讲教学——立

足校园，放眼世界”（Public Speaking in Progress: On 

Campus and Beyond）。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从事英语

演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教师及部分参加2011“‘外研社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全国决赛的指导老师参加了本次

研讨会。

12月10日研讨会开幕式上，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院长张杰教授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徐建中总编辑致开

幕辞。自2005年起，外研社已成功举办两届“全国英语演

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和五期“高等学校英语演讲的

艺术与演讲课教学研修班”，吸引了全国上百所高校教师

的热情参与，有力推动了国内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的深化

和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是国内率先开设英语演讲和辩论课

程的高校之一，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自2006年起开设

英语演讲课，2009年起将英语演讲辩论课设为专业必修

徐建中总编辑张杰教授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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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教授主旨发言的主题是“江边卖水”（Selling Water 

to the River），他从自身演讲历程出发，分析了中西文化的“不

对称性”。张教授用诙谐的比喻“鸡同鸭讲”来说明中英文演讲

风格、内容、逻辑的差异，并强调在当今英语占据世界语地位的

大背景下，中国学生对于英语表达能力的把握是介绍中国文化

的必要途径，而英语演讲中“江边卖水”的自信姿态是必不可少

的。

Lucas教授首先分析了中国英语演讲研究领域理论基础缺乏

的现状，并借鉴西方英语演讲教学领域研究理论渊源及研究成

果，提出若干研究课题以供在座老师参考。他强调，由于中西演

讲教学实际情况的差距，中国教师不能照搬西方研究成果，并进

而提出了“本地化”（localization）的理念。Lucas教授以高瞻

远瞩的视野与生动具体的实例为参会教师指明了今后英语演讲领

域学术研究的方向。

Pober教授以风趣诙谐的表演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语音语

调、身体语言、眼神交流等一系列非语言因素在英语演讲过程中

对内容表达与情感传递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Pober也

强调了演讲中语言的准确与流畅也是成功演讲的必要因素。

任文教授梳理了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在中国英语教

学领域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学生，尤其是英语专业学生“思

辨缺席”的现状。任教授援引国内知名英语教育专家研究成果，

指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强思辨能力的必要性，而英语演

讲课的开设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任教授通过课堂示范来

说明教师在演讲教学实践中对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具体做法，给

参会老师以深刻启迪。

金利民教授与参会教师分享了北外口语教学改革的经验。她

详细介绍了北外口语课程改革后“交际口语→公共演讲→课堂辩

论→议会制辩论”四个阶梯式模块构成的课程设置，分享了口语

课程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并通过研究报告对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与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说明。北京外国语大学口语教学改革后

的课程设置也成为了中国高校口语教学中强调公共演讲能力与培

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先例。

本届研讨会多层次的研讨形式为参会教师深入了解英语演讲

教学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提供了有效模式。在“专题研讨”和“论

文宣读”环节，参会教师以不同分议题为小组进行充分交流和讨

论。研讨会专门设置了“专题研讨”，针对“英语演讲教学：思

辨能力与通识教育”、“英语演讲课程建设和教学设计”、“英

语演讲课在中国高校的本土化问题研究”三个主题，教师们在介

绍经验的基础上，就宏观方法与具体细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金利民教授

任文教授

Peter Pober教授

Stephen E. Lucas教授

张信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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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田朝霞副教授作了题为“英语演讲课在中国高

校的本土化：课程性质和教学方法”的专题报告。通过介绍英语

演讲课在西方的起源和在中国的发展，分析英语演讲课的性质和

特色，指出英语演讲课不仅仅是一门外语课程，更是一门跨学科

的综合素质课程，并提出了以输出为导向、融演讲、写作、思辨

能力培养为一体的演讲课教学方法，为英语演讲课在中国高校的

本土化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答案，为参会教师树立了演讲领域学术

研究的典范。

在“论文宣读”环节，50多位教师宣读了论文，题目涉及

“高校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英语演讲语言学研究”、“英

语演讲课程发展”、“英语演讲与辩论”、“演讲焦虑与语言焦

虑研究”、“英语演讲与思辨能力培养”等多个方面，在互换经

验和共享心得的过程中，教师们备受鼓舞和启发。

“教学录像观摩讨论”环节还为教师们提供了示范实践的平

台。中国人民大学 Stan Shifferd老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李

婧老师、华中师范大学陈志红老师分别为所有参会教师演示了她

们的示范课视频。三位老师不同风格、充满创意的课堂设计，令

在场老师耳目一新。怀着学习与提高的心情，教师们在观摩之后

展开了讨论，探讨、磋商、消化、吸收，新的观念和方法在交流

者心中播下了种子。

研讨会的最后，Stephen E. Lucas教授、任文教授、金利

民教授、田朝霞副教授、万江波教授、 顾秋蓓老师、Connie 

Gibson老师一起登台，集体回答教师们的提问。参会教师们抓

住这难得的机会，与专家们探讨问道，获得了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也为研讨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11日下午的大会闭幕式上，Stephen E. Lucas 教授、徐建

中总编辑致闭幕辞。Lucas教授高度评价了中国近年来在演讲教

学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也表达了他对于今后演讲教学取得更高

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的期待。徐建中总编辑则首先向全体参会老

师传达了 “2011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上教育部高教司刘

贵芹副司长对于高校演讲辩论课程发展的高度重视，对五位主

旨发言人高屋建瓴的发言表示感谢，对来自全国各地、克服恶劣

天气和交通困难、致力于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的全体参会教师表

达了深切感谢。最后，徐总编辑代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对

Stephen E. Lucas 教授十年来为中国高校英语演讲教学的发展做

出的杰出贡献致以诚挚的感谢。全场气氛在“Auld Lang Syne”

悠扬的旋律中达到了最高潮。参会教师分别向几位主旨发言人和

组委会表示感谢，怀着对下一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

研讨会”的期待，结束了两天的研讨会行程，在冬日的北京留下

了温暖的记忆。

田朝霞副教授

论文宣读代表

录像观摩教师

研讨交流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



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学术提升

类”教材以“用中学”的教育学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大

学科概念为划分基础，包括人文、社科、理工、管理和

医学等分册，旨在帮助学生夯实语言技能、提升学术能

力(Academic Skills)，主要包括学术阅读、学术听力、

学术写作和学术口语，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等。

* 全面解读《新标准大学英语》中的文化现象，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每单元分别从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视角切入，帮助学生理解多元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

交际能力，并通过文后练习，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 兼顾实用性和趣味性，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分享在跨文化交流中遇到的趣闻轶

事，供学生讨论、借鉴。推荐与主题文化相关的图书、电影等资源，使学生多角度

感悟中外文化。

* 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既可以配合《新标准大学英语》同步使用，也可以独立使

用，作为内涵丰富的文化读本供学生学习提高。

《新标准大学英语 文化阅读教程》

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

提升文化素养·拓展课程内涵

系列教程·学术提升类
· Academic Listening
 听Lecture 练学术听力技
能，为听懂学术讲座和双语
课程做准备。

· Academic Speaking
 训练学术口语表达，培养学
生在国际会议中做学术报告
和参与讨论的能力。

· Academic Reading
 阅读专业学科类的真实语篇，

培养对信息获取、辨别、分析
和学术批评的能力。

· Academic Writing
 结合学生专业学习需求，培
养学生撰写文献摘要、述评
和专业学术论文的能力。

· Research
 通过项目活动任务，培养学
生学术批判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学术研究能力。

所含学术技能：




